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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的“夸夸群”，你尝鲜了吗？

打开淘宝搜索关键词“夸夸群”，经营
此类产品的商家不在少数，产品介绍千篇
一律：“一本高材生在线夸人”“送女友、家
人、闺蜜超惊喜”……费用一般根据群的
人数和夸的时间而定，低至 5元、高达
100多元。“群友”越多、时间越长，价格也
越高。从销量看，有的月销已超千笔、评价
过百条。

记者挑选了一款夸人服务送给朋友，
待下单后通过添加客服微信，记者和朋友
都被拉入一个微信群。收到提示后，“群
友”们就会开启夸赞模式：“小姐姐的头像
真好看”“您一进群让我们的群与众不同
了”“千言万语不及你之万一”……

从用户评价看，给予“好评”大多是因
为：很新奇的一次体验，给人惊喜和快
乐。也有不少评论认为夸得有点尴尬，感
觉就是拼手速，一下发太多，不走心、没互
动等。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马川认为，“夸
夸群”的流行与当下年轻人群体的交往需
求相关，“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
面对面直白夸奖或者鼓励，这种需求可以
在互联网上寻求表达、放大、满足。”

代喝奶茶代撸猫，你可见过？

相比传播快乐的“夸夸群”，记者发现
最近网上还出现不少“脑洞大开”的服务
消费产品，包括代喝奶茶、代吃火锅、代撸
猫，产品介绍例如“能拍图拍视频反馈，免
去大家排队和长胖烦恼”“你下单，我撸猫
给你看，可以发照片和视频”……

以闲鱼APP为例，消费者可以在提
供“代喝奶茶”的卖家中选一个，根据金额
下单支付后，对方就会去买一杯指定口味

的奶茶，然后录一段视频发给消费者。视
频包括讲述奶茶的颜色、材料、甜度、香味
等，并会显示当日时间，说明是一款“个性
定制化”服务，而非拿录制好的“网红”视
频进行“一对多”发送。

有网友留言表示，想喝最新口味的奶
茶，又怕里面奶油太多会发胖，正好网上
有花钱请人代喝的服务，所以下单买来尝
尝鲜。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家贸易研究部
主任赵萍说，上述消费尽管比较小众，但
是折射出消费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这也是
未来的趋势。人们得到的是一些精神方
面的满足，更像是花钱买一份“体验报
告”。

花式消费能走多远？

业内人士认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互联网等科技革命越来越能激
发出人们的灵感，服务创新业态将层出不
穷。

“但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仍要
看成本与收益，这是绕不过的话题。”赵萍
说，倘若只是一种消费现象，没有一定量
级的市场规模、盈利模式、时间检验，可能
还无法马上将其称为一种新兴服务消费。

马川也认为，社交话题和热点来得
快、去得快，很多时候是游戏、跟风和炒作
的产物，很难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消
费模式。

出于新奇，复旦大学生小许最近为
“压力山大”的考研室友购买了一次夸人
服务，5分钟夸下来，小许并不太满意，主
要是还不怎么了解“客户”需求就泛泛而
夸。“舒缓压力的效果有一些，但不会第二
次购买了。相比下来，还有更多更有针对
性的解压方式。”小许说。 据新华社电

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大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指挥部24
日召开第三场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4日12时
已累计有59名住院救治伤员出院。

据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李少冬介绍，截至3月24日12
时，盐城市16家医院共有住院治疗伤员604人，危重症19人，
重症98人，留院观察142人，累计出院59人。 新华社发

最近，一种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被人围起来夸奖一番的“夸夸群”走红网
络，有人趁热打铁将其明码标价做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发现，不仅“夸奖”可
以用钱买，一些网络平台上还有代喝奶茶、代吃火锅等服务在出售。为何会
出现这类“脑洞大开”的花式消费，有多少人愿意为之“买单”，未来又能走多
远？记者进行了调查。

新华社电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24日开幕的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说，我国将从2019年5
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各地可从20%降到16%，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比
例。

今年我国预计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万亿元，力度明显超过去年。刘昆在论坛上说，将
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方案，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切
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负感受。

对于降费，他表示，除了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还将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稳岗和社
保补贴力度，通过这些措施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比
例。

对于减税，他说，今年通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
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切
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其中针对制造业，4月1日起将实施深化增值税
改革方案，包括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
到13%等。刘昆说，目前增值税降低税率的具体办
法已经公布，下一步将继续朝着推进税率三档并两
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减税降费等因素影
响，今年财政收支压力凸显。刘昆说，财政部门一方
面要开源节流，另一方面要精打细算，坚持有保有压，
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确保
每一分钱花得其所、用得安全。

响水响水““33··2121””爆炸事故爆炸事故

已有已有5959名伤员出院名伤员出院

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从“买夸奖”
到“代吃喝”
“脑洞大开”的消费
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