
等在路边的出租车打开后备厢盖以躲避摄像监控。 上海火车站附近，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揽客。 均 车佳楠 摄

上海金融法院发布首个发展规划

推动建设国际金融法院联盟
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上海金融法院将申请

设立中国法院国际金融司法（上海）中心，并推动建
设国际金融法院联盟。这是昨天上海金融法院发布
的《上海金融法院五年发展规划纲要（2019-2023）》

中披露的内容。

作为全国首家金融法院， 到今年 2月 20日上
海金融法院成立半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2351件，标
的额人民币 354亿余元。为更好地服务保障国家金
融战略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
院制定首个发展规划。《规划纲要》 提出的目标是，

力争在 2023年将上海金融法院建设成为战略地位
突出、司法公正高效、审判水平卓越、精英人才辈
出、司法科技领先的专业化、国际化、智能化世界一
流金融法院。《规划纲要》从 6个方面确定今后上海
金融法院发展的 38项具体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在确定金融法院管辖范围时就
已明确可受理国际纠纷。 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影响
力，让那些既没有在中国开设分公司、纠纷也不是发
生在中国境内的当事双方， 也想来我们法院打官
司。”金融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法院将申请设
立中国法院国际金融司法（上海）中心，推动建设国
际金融法院联盟， 加强与域外专门金融司法机构的
沟通联系，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话语权。

侵入快递系统盗6万条个人信息
犯罪嫌疑人被判3年并处罚金

去年 7月，某快递公司 IT部门工作人员发现，

公司所属触屏官网自去年 4 月被人利用系统漏洞
侵入计算机服务器系统，通过订单查询接口非法获
取大量客户数据，至案发时已被非法获取 6万余条
客户信息。报案后，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成功锁定犯
罪嫌疑人龚某。日前，经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龚某
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

去年上半年，龚某在某网上聊天群看到有人叫
卖可获取某快递公司客户数据信息的黑客软件。他
听说贩卖个人信息可以赚钱，便联系对方，花500元
购买软件。龚某按照卖家提示，先用他人身份信息注
册云服务器， 又购买新手机号， 通过短信验证登录
后，将这款黑客软件程序安装在云服务器上。激活软
件运行程序后，出现滚动显示数据的窗口。不一会儿
便生成一个有多个文档的文件夹。龚某打开文档，里
面全是某快递公司面单信息数据，包含快递订单号、

产品名称、收件人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等。

经司法鉴定，去年 4 月至 7 月期间，龚某所使
用的云服务器 IP地址向某快递公司网站发起请求
200万余次， 非法获得快递运单信息 10万余条，去
除重复后得到记录数 6万余条。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该院近年来办理的涉嫌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多发生在快递物流领域，案件
范围涉及全国多地快递子网点，具有明显的行业特
征。 犯罪方式除企业内部员工从内部系统盗取外，

近年来还出现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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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演员》：
所有影视人的一场自省与修行

■ 周冬梅

2018年 12 月 8 日，《我就是演
员》迎来了本季的总决赛。当晚，拿下
总冠军的韩雪在微博中写道：“百分
百的投入，百分百的信念，站在这个
台上怎么都对。纷纷万事，直道而行。

一如既往，不忘初心。”

回想总决赛录制那天，最触动大
家，是刘天池分享的当年她与学生宋
轶的一番话。宋轶一度因为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自认不懂人情世故，而深
深担忧自己的前程， 刘天池安慰她：

“我们做演员的， 不需要懂得那么多
迎来送往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塑
造一个个拔地而起的角色。” 这番再
质朴不过的话，也正好契合了《我就
是演员》的主旨，这是一个纯粹以演
技见真章的舞台，心无旁骛，天地自
宽，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编剧史航说，这个节目对所有参
与其中的演员来说都是一场修行。其
实，对电视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
种珍贵的自省、试炼与鼓舞呢？

文艺创作
是现实的落笔之花

《我就是演员》是去年《演员的诞
生》的升级改良版本。这档节目诞生
的初衷，源于浙江卫视对国产影视的
悉心洞察。

近几年，整个行业在飞速发展的
同时，伴生了流量为王、颜值当道、艺
德缺位、 天价片酬等一系列乱象，加
上演员的青黄不接、 大众的审美错
位， 这些严重困扰了行业的健康发
展。身为主流媒体的一份子，浙江卫
视希望去做一些具备价值引领意义
的工作。

围绕“为好演技加冕，为好演员
正名” 的创作诉求，《我就是演员》将
绝大多数的舞台机会交给了那些默
默无闻、坚守艺术的演员群体，为他
们提供了一个演技试炼场。 同时，节
目邀请国内乃至国际顶尖的导演、编
剧、演员等资深人士坐镇，大家充分
讨论、点评得失，对各位演员不吝赐
教、亲身示范，希望可以为广大演员

和电视观众输送艺术的养分。

什么是“戏大过天”？什么是“香
自苦寒来”？因为这档节目，栏目组和
观众一起得以走进了演员的世界，看
到了他们的职业燃烧感。他们不是大
众认知中光鲜浮华的名利场中人，绝
大多数的演员其实是普通人， 也是
“戏疯子”。 为了十几分钟的演出，无
论台词多寡，他们都可以不眠不休奋
战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小时，一字一句
找状态、抠细节。他们说，作为一名演
员，努力永远只是及格线。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
下，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变得越来越
稀缺了，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或者没
有根据的恶意攻击充盈于耳。《我就
是演员》努力营造说真话、干实事、求
真知的专业探讨氛围。每位演员卸下
光环和包袱，敢于在这里接受审视和
挑战，促使表演艺术返璞归真———将
属于演技派们的强音不断推向行业
的高点，才是这场“怒放”的最大意
义。

演员经超说，“在我们圈子里，它
已经成为了考核的标杆。去过节目的
演员，我们都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
待他们。” 导师徐峥说，“每个演员都
需要一次自信的机会，这个机会会像
种子一样，种在他们的心里。”

身为电视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尽己所能为这些“蒙尘的珍珠”提供
了绽放光芒的平台，用主流媒体的力
量推动了行业的点滴进步。《我就是
演员》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关键就
在于敲打到了现实的痛点，进而焕发
出了让大家都为之惊叹的生命力。

创新就是
敢啃硬骨头的攻坚战役

近年来，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
工作不断开新局、谱新篇。浙江卫视
也在不断思考如何以守正为根本、以
创新为动力，努力出新出彩。

《我就是演员》 结出的另一个硕
果， 是迈出了模式输出的关键一步。

2018年 11月 11日，浙江卫视与美国
IOI公司签署了节目模式海外输出协
议， 预计 2019年将在海外共同开发

并制作《I AM THE ACTOR》。国际同行
表示，《我就是演员》在全球填补了这一
类型的空白，并且具备了成为一档优秀
国际节目模式的三大核心要点：自主原
创、模式清晰、完成度高。

的确，《我就是演员》是一档难度系
数极高的节目，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综艺
的范畴，综合了影视剧、舞台剧等多元
艺术手法，属于跨领域的综合体。在创
作过程中，栏目组克服了从内容到技术
的一系列障碍， 所有人拿出啃硬骨头、

打攻坚战的劲头，完成了这次创新。

在最初的“引进来”时代，浙江卫视
就积极对接海外先进制作理念，打造了
以《中国好声音》和《奔跑吧兄弟》为代
表的王牌节目。随后，浙江卫视不断加
大自主原创，从本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
汲取创作灵感，以《奔跑吧》“黄河大合
唱”“学霸龙舟赛”“跑进联合国”等为代
表的综艺突破，为娱乐节目的主流价值
表达找到了宝贵路径。《我就是演员》此
次具有突破意义的“走出去”，则象征着
我们正在从模式的“消费者”变成“供应
商”，阔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

一步一个脚印的原创硕果，对浙江
卫视而言是巨大的鼓舞。 通过这些突
破，浙江卫视愈发坚信的是：身为主流
媒体，一定要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方位
坐标，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保有
出色的人文素养、 社会洞察和趋势把
握，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审美，要相
信好的作品必会赢得观众。

在未来的创作中，依然会高度重视
节目形态的研发和打磨，使时代精神得
到最充分的表达、最精彩的呈现。前方，

或许就是另一片广阔的蓝海。

“移动补给站”温暖社区
链家助力上海服务品牌

“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句《周
礼》中的儒家经典，反应了华夏民族
礼仪文化传统，也是链家公益服务的
最佳注脚。

点滴之举，汇聚大海。链家人扎
根于社区，为每一个都市人带去切实
温暖，并以此助力上海服务品牌的建
设，也彰显了一家企业的精神内核。

链家的“移动补给站”

不久前， 上海链家 2018年度经
纪人表彰大会的压轴环节上颁出了
一项重要奖项———相宾奖。“五州为
乡，使之相宾”，链家以中华古礼制度
要求自己，大有复兴传统文化、以推
动城市文明建设为己任的态势。

而相宾奖的背后，传导出的是一
个个链家人默默无闻、倾力为社区服
务的动人事迹。

2018年 10月 28日，一名年逾七
旬的租客向新静安北大区花园城总
店团队发来求助，该租客本于当晚 7

时许搬家， 却因搬家公司突然爽约
陷入无助。另一方面，当晚又是租房
合同约定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该租
客需一早赶赴医院就诊， 所以搬家
迫在眉睫。

最后， 花园城总店团队全体出
动，他们找来一辆大车，将老人的行
李全部从 6楼搬下，再运到新租住小
区的 3楼，花费了几乎一整夜的时间
将事情办妥。

不仅是链家的租客，即便是毫无
关联的人， 链家人也频频施以援手。

2018年夏天的一日傍晚，一位老人散
步时因突发中风跌倒在马路上，当时
无人出手相助。某链家门店的两名经
纪人发现后，立刻赶上前去相助并拨
打了 110和 120， 为老人争取到了宝
贵的抢救时间。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都市人
因为各种原因面临困难时，链家人能
挺身而出， 他们不仅是房产经纪，更
是社区公益的一份子。

如果说链家门店如同“城市补给
站”， 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日常便民
服务，那么，链家房产经纪人就像是
一个个移动的服务站， 用贴心服务
“链更多爱，暖更多家”。

链家公益成城市新名片

目前，上海正全力打响“上海服
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

四大品牌，“上海服务”作为四大品牌
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如何将满足消费
者对于高品质生活的服务需求作为
目标，在这一点上，以链家为代表的
不少企业从未懈怠。

很多人一想到服务，脑海里出现
的是各种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以及现
代服务类产业，这固然没错，但一个
城市服务面貌的底色，还是来自对于
普罗大众的最基础的生活关怀。

这方面，链家一直走在行业的前

沿，其始终坚持“链更多爱，暖更多家”

的核心理念，致力于成为居民的“社区
好邻居”， 尤其是依靠多年扎根城市社
区积累的大数据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加专业化、多元化的志愿服务。

目前在日常便民服务方面，上海的
链家门店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应急打
印复印、应急雨具、市内电话、便民饮
水、应急电话传真、代缴水电煤等九项
服务，如有需要，社区居民可到任意链
家门店寻求帮助。

2014年至 2018年的四年间， 在便
民雨具这一服务项目上，上海链家已累
计投入便民雨伞 40 万把。2018 年 12

月，上海链家携手澎湃新闻共同开展“公
益伞爱心传递专项活动”，在全上海核心
区域的 500 个链家门店额外配备了
10000把公益伞， 在这个细雨绵绵的冬
日，为无数奔波在城市的人送去便利。

而作为链家的房产经纪人，每个个
体也担负着公益的义务，力能所及的给
予市民真切关怀， 如同一面面镜子，映
照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在链家看来，这
是上海服务品牌战略的需要，也是企业
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这是“上海服务”品牌真正的质感
所在，链家“城市补给站”用爱心链接
城市温度， 亦成为这座城市的服务新
名片。

乘客向12345市民热线反映上海火车站附近难打车：说走就走不容易，拼到客才行

黄牛出站口拉客，出租司机坐地起价

日前，来自广东的张先生向 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反映：2月 11日凌晨， 他和妻子从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出站， 准备乘坐出租车前
往虹口区虹湾路。 但他们在路边扬招 10余
次，出租车司机要么嫌路近，要么坐地起价。

见他们在寒风中等了好久， 一名司机热情上
前“鼓动”：“100元马上就能走！”夫妻俩无奈
只能上车， 发现车内已有一名等着前往宝山
杨行镇的乘客，谈好的价格也是 100元。

2月 14日晚，记者蹲守上海火车站和上
海长途客运总站发现，从 22时开始，上海火
车站附近道路上， 确有不少出租车坐地起
价，起步价飙升至 100 元；黄牛在出站口拉
客，司机等候在站外安排拼客，已形成“一条
龙”服务。不仅如此，每当管理人员前来巡
逻，司机们便纷纷驶离，待管理人员离开后，

又回到原处继续揽客。

黄牛与出租车司机形成“默契”

当天 22时 03分，上海站还将到达约 40

趟车次， 最晚的将于次日凌晨 4时 49分抵
达。火车站站区内的秣陵路、梅园路、太阳山
路、中兴路都是禁停区域，但由于离出站口
近，这些路段上三三两两聚集着不少乘客。

22时 15分，南广场秣陵路，有不少黄牛
低声询问旅客“打车吗？”但四下未见有出租
车停留在路边。22时 30分，记者来到北广场
西北出站口地下层， 大批旅客正从闸机走
出。在等待旅客的人群中，有一个身着皮衣
的中年男子，在闸机外徘徊，口中叫着“打车
吗？”但大多旅客不理睬他。只有一家四口问
其价格，因未谈妥，中年男子挥手让他们离
开。另一侧，一个身着灰色羽绒服的女子也
守候在一旁， 不一会儿就有男性旅客应声，

称要前往杨浦区靖宇中路，女子拿出手机发
送微信语音，随后要价 100 元。旅客认为太
贵，女子十分坚定：“不走随便你！”

原先拉客的中年男子没在闸机口接到
活儿，便跑到地面层，径直奔向一辆顶灯为
“申生”，车牌号为沪 D?X3932的出租车，司
机从车里出来，拉客者旁若无人地说：“你走
了之后我不知跑了多少趟，100元， 给你 80

元，我又不多！ ”

出租车司机与巡逻人员打游击
“到川沙的有吗？”“到松江、闵行，会便宜

一点哦！”22时 40分， 西北出站口地面层格
外热闹。西北出站口连接上海长途客运总站，

临近中兴路和太阳山路这条单行车道。 出租
车扎堆在太阳山路，因为这里离出站口最近。

从顶灯的标识看， 既有大型出租车运营公
司，也有中小型公司的。但这些出租车都开
着后备车厢，以躲避摄像监控。

23时左右，天开始下雨。刚出站的旅客
被迫集中在商店屋檐下。前往浦东三林的江
先生来火车站接老家过来的父母，一个司机
上前询问后对身边拉客的女子大声说“他要
去三林”， 女子张口就是 120元。“我还是叫
滴滴吧。” 江先生回绝。 拉客女子在一旁嘟
囔：“打不到车就等着走回去。”

另一名拉客女子逮着一名前往嘉定江
桥的男旅客说：“手机上打车和我们一样的，

也是拼的！”旅客表示：“我已经叫到了，马上
到。”女子还不死心：“叫了也找不到你，你看
他们都等那么久了。赶紧取消单子，我送你
过去，马上就走。”见旅客有意向，又称“100

元钱还嫌多， 都到外环了！”“80元送到家门
口，到了你再给钱。”“给你个放血价60元，走
不走？”旅客被说动，跟着走了。但不一会儿，

女子又回到原处，喊着“嘉定江桥的，现在就
走!”看来说走就走没那么容易，还要拼到客
才行。

雨势渐大。中兴路普善路路口，叫着打
车的、住宾馆的，还有搭起不锈钢雨棚的“摩
的”，甚至二轮电动车也来凑热闹，场面一度
十分混乱。突然间，马路上传来公安巡逻车
的鸣笛声，扩音器里喊着：“都赶紧走！听不
见吗？”所有拉客者和车辆顿时作鸟兽散。可

巡逻车一走，“打车吗？”的声音又响起。这样的
“游击战”在 1个小时里发生 3次。

免去排队还能“拣”到远途客
火车站设置的出租车上客区情况如何？记

者在 22时、22时 30分左右， 分别查看了火车
站南、北两个出租车上客区，发现排队等候的
出租车非常多，乘客却很少。值班的志愿者说，

现在不是出租车需求最旺的时段，公交都在运
营，旅客大多不会选择出租车。到了凌晨，会有
大量旅客用车，这里就人满为患了。但那时有
些司机下班了，出租车供不应求，以至于地面
上“黑车”十分活跃。他还说：“出租车不打表的
情况由来已久，一般都是正规出租车，但还是
会专门针对不熟悉情况的外来旅客， 要么绕
路， 要么坐地起价。” 之所以不来上客区等乘
客，就是为了免去排队等候以及停车费，还能
尽快“拣”到远途客。

出租车司机戴师傅称，春节期间，大部分
外地户籍司机都回家过年了，目前还没完全回
归正常。部分司机开的是“单班”，整个出租车
市场实际运力只达 60%。在站外“不打表”的出
租车，基本上都有运营资格，通过拉客黄牛拿
到远途业务，每笔交给拉客者 20元—30元，司
机再通过拼客来补偿。 他们称这些出租车为
“江湖车”。

实际上，为疏导大批旅客回程，上海火车
站在南北广场上均安排了春运夜宵专车线，如
北广场有 3条夜宵线，南广场有 12条夜宵线。

但记者注意到，凌晨时分，南北广场之间的通
道已关闭，从长途客运站下车的不少旅客并不
知道如何前往南广场。

■本报记者 车佳楠

执法部门连夜督查违规出租车

呼吁乘客出租车上客区打车

2月19日晚，上海市交通委、上海火车站站
区公安部门连夜开展执法检查。当天23时，执法
人员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抓获一辆 “克隆车”，

车牌为沪F?W6679、顶灯显示“大众”。经交通执
法人员查询，这辆出租车早在2014年就报废了。

在克隆车内部，未见出租司机服务卡、营运证等
证件。执法人员搜查还发现，手动变速挡上安装
了连接计价器的小马达，被手动挡皮套罩住，轻
轻一按，计价器上就加了1元。记者现场打印一
张发票，显示的营运公司并非“大众”而是“法兰
红”，车号也非沪F?W6679，而是沪F?M5163。车
内还发现一叠已打印好的发票，显示为“强生出
租”。涉事司机被带走做笔录。

此外，交通执法人员在北广场大统路发现
两辆出租车，司机均无准营证，并在其中一辆
车上也发现计价器作弊设备。在中兴路普善路
路口，原本拉客黄牛、出租车聚集，但当晚有两
名交警守候在路边，不见一辆出租车停留。

交通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拉客出租
车之所以频频冒出，都因司机“口口相传”。而
交通管理部门在拒载、多收费、拼客取证上存
在一定困难。因此，人防之外需要配合技防。比
如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位置，可以升级或动态
调整摄像头设置方式，捕捉违规车辆，并通报
所属出租公司予以整改或处罚。管理人员呼吁
乘客， 搭乘出租车应优先选择出租车上客区，

可根据公示的政府指导价判断是否被多收费。

■本报记者 王闲乐 通讯员 马硕

解放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