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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平方米的厨房里，兄弟妯

娌话着家常做着拿手菜，是很多

人对年的记忆。一度，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在外聚餐，不少“老字

号”的年夜饭一桌难求。

随着互联网和物流业的

发展，如今，回家吃年夜饭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这

一次，跟着我们回家的，不仅

有现成的美味，还有高品质的

服务。

“我今年网购了一份 800

多元的年夜饭套餐，有 12 个

菜，只要解冻加热就能吃，非

常方便。”江苏姑娘邓佳琪说，

“这样比去酒店吃更实惠，在

家吃，更有年味。”

小年刚过，北京十里堡盒

马鲜生人头攒动，几千元不等

的“包桌回家年夜饭”受到消费

者追捧。阿里巴巴发布的

《2018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显

示，半成品年夜饭颇受消费者

青睐，年夜饭礼盒在年货节期

间成交人数增幅达217％。

除了更高品质的食材，人

们还要更贴心的服务，“厨师到

家”模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爱大厨”等几款预约厨

师的软件上，名厨档期基本约

满。“相比到饭店拥挤地吃饭，

厨师上门更方便和安心。”在

青岛一家科研机构工作的孙

开明说。

从“腊月忙”，到酒店年夜

饭，再到网上预定半成品菜肴

或大厨上门，年夜饭的方式越

来越多元。“变的是地点和方

式，不变的是对好生活的追求

和对中华年俗的传承。”山东

大学教授王忠武说。

近日，记者在一家名为“火币网”

的网站注册登录。该平台提供虚拟货

币的场外点对点交易服务，也就是说

有买币和卖币需求的人，可以到平台

上发布消息，然后约定付款方式完成

交易。

记者点击该网站的“法币交易”发

现，买卖信息极为丰富。“拍下”一定数

量的比特币后，平台会将卖家的比特

币锁定。记者选择支付宝为付款方

式，通过支付宝向卖家转账，并到网站

上确认完成付款，交易就成功了。记

者随后收到了系统划转到账户上的虚

拟货币。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去年９月我国

开始对ＩＣＯ和比特币交易进行清理，

但是，目前仍有数十个类似“火币网”的

场外交易平台十分活跃。据国家互

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

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支持比特币兑人民币的Ｃ２

Ｃ场外交易平台已达 21 家，上线时

间集中在 10 月下旬到 11 月，服务器

均在境外。

今年以来，一些微信群、ＱＱ群也

成了虚拟货币地下交易信息发布的阵

地。来自上海的曾先生介绍，他加入

的几个虚拟货币交流群，每天都有几

百条买卖询报价的信息。近日，比特

币等虚拟货币的行情断崖式下跌，而

这些群里则是“抄底”之声不绝于耳。

“每天推送成百上千条这样的内容，真

让人受不了。”曾先生说。

虚拟货币交易
转入“地下”？玩火！

据新华社电 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随后，2018年1月，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央行营业管理部等

部门先后连发三文，再次强化对虚拟货币监管。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虚拟货币交易转入“地下”，数十个

交易平台提供点对点的场外交易，市场活跃。

根据现有监管政策，任何场景下

各种场内外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或者媒

介都不得进行人民币与任何形式的虚

拟货币的直接交易，也不允许平台以

中介形式进行撮合交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黄震教授认为，当前，监管层应当更深

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境、跨领域流动的

特点，提高监管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为，有必要

加强账户监管和外汇监管，实施“一竿

子插到底”的穿透式监管。考虑建立

黑名单制度，无论其运营主体和主要

负责人国籍如何，都将其主体和相关

责任人列入黑名单，禁止或部分限制

其今后在境内开展活动、从事相关金

融业务。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将虚拟货

币交易和ＩＣＯ纳入法律监管体系

内，可以与这些国家开展广泛的跨境

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

的合法利益。”杨东表示。

有专家指出，对当前的ＩＣＯ项

目转移到国外的现象，相关监管部门

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以规制，防

止敏感数据流失，防范跨境犯罪风险，

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金融稳定和国

家安全。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依法

采取其他更为严厉的监管手段，如切

断访问链接等直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人法律责任。

2018年以来，虚拟货币行情上演

“大跳水”。2 月以来，比特币连创新

低，一度跌破 6000 美元，较去年约 2

万美元的高位跌去了 70％。以太币

也同样下跌惨烈。然而，一些人认为

这只是暂时现象，虚拟货币会卷土重

来。

——“一夜暴富”的羊群心理作

祟。“目前ＩＣＯ的市场状态可以形

容为羊群心理。”上海大学科技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孟添说，很多投资者不

了解ＩＣＯ是什么，甚至对于区块

链、比特币的了解也很少。这本来是

很小众的投资市场，但现在却扩散到

普通老百姓。

孟添认为，越来越多的伪金融创

新利用ＩＣＯ这样的模式，以此为幌

子非法集资，对公众造成了投资虚拟

货币可以“一夜暴富”的从众心理。“人

们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够。”

——花样翻新试图绕过监管。目

前，部分ＩＣＯ项目绕道国外继续经

营，其机构的设立以及代币的发行与

交易名义上在国外，但是实际上的项

目、责任人和投资人都在国内。在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集中上线的比特

币兑人民币的交易平台，其网站服务

器所在地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美国、

日本等地。

“币币交易”也成为绕过监管的新

花样。深圳一位比特币投资者范源透

露：“去年９月份之后，比特币交易采

取‘币币交换’的方式在场外进行。买

家先在场外用人民币购买一些代币，

如以太币等，再回到平台上拿以太币

等换取比特币。”

——“ 矿 工 不 相 信 眼 泪 ”。“ 矿

工”小董透露，一台矿机工作一年成

本约 21570 元，一年产量是 5.84 个以

太币，１个以太币成本约 3693 元。

和以太币 2 月 6 日一度跌至 630 美元

附近，已经接近挖矿成本价。

“我坚信下跌只是一时的，长期看

好，刚刚又购置了2000台矿机，挖到币

就持有，短期不会卖。”小董说，国内关

停虚拟货币交易以后，担忧未来有关

部门禁止挖矿。

记者探访：
禁令下多个交易平台提供场外交易

仍有不少人幻想“一夜暴富”，
躲避监管花样翻新

“禁令”应升级，实施穿透式监管

新经济兴起改变
春节“舌尖记忆”

据新华社电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此刻的你是否正在为张罗年夜饭而忙碌？春节年年

过，味道总不同。随着新经济兴起，年夜饭也多了不少新“滋味”。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我

们盼了一整年，它不仅为我们留下“舌尖记忆”和对未来的期许，更印刻出经济新脉络和时代新

标签。年夜饭“吃”出哪些新变迁？新华社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小年刚过，37 岁的何女

士就开始采买年货，收拾行

李，准备从广州搭乘高铁回重

庆过年。因工作原因，她每年

除夕才能离开，路上要一天

多，到家就是新年了。“如今睡

一会儿就到家了，还能赶上年

夜饭。”

更加便捷的返乡路增加

了年夜饭“人气”。1 月 25 日

渝贵铁路开通后，从广州到重

庆仅需7小时，到成都也只需

要10小时。一大批奋斗在粤

港澳的渝、川籍劳动者得以便

捷和舒适地返乡，感受年夜饭

的幸福与温暖。

年夜饭的时间也在悄然

变化。“80 后”和“90 后”是独

生子女“主力军”，他们的年夜

饭只能选择在一方父母家中

吃。为此，不少小夫妻中午在

一方父母家吃年夜饭，晚上去

另一方父母家。广州部分餐

饮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订除夕

中午年夜饭的消费者越来越

多。

“我家在威海，亲家在日

照，小两口当天跑来不及，有

时候初一、初二才回来。孩子

们啥时候回来啥时候是年夜

饭。”今年65岁的李岳福说。

不少人将吃年夜饭的地

方从家里转到酒店，甚至转到

国外，享受异国风味年夜饭。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联

合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预计

2018年春节长假出境游人次

将达到650万，规模为历史之

最。

王忠武说，年夜饭的意义

从过去物质生活的一次极大

丰富变成家人一年最重要的

团聚。随着信息化、线上社交

与购物、智能化生产的发展，

大家随时随地都能与家人“相

见”，“家乡味”触手可及。生

活品质越来越高，顿顿都可以

是年夜饭。

对很多人来讲，年的味道

就是餐桌上妈妈做的那几道

菜。吃上一口，总给我们满满

幸福感，治愈这一年所有不

快。

五花肉剁碎，撒上食盐、

花椒，将肉馅灌进肠衣，风干

蒸熟。从厨房飘出香味的那

一刻，四川大凉山小伙叶鹏的

“新年”就开始了。

工作原因很少回家过年

的他，每年年关都要在宿舍做

这道菜。不久前，从网上淘到

家乡的花椒和作料，“一闻眼

泪就下来了，这就是‘妈妈的

味道’。”

因为互联网和电商的普

及，我们不再需要穿越大半个

中国去寻找记忆中的味蕾，点

点鼠标，“妈妈的味道”就来到

身边。

数据显示，2018年天猫年

货节中，腊肉、土鸡蛋、香肠等

土特产成为抢手年夜饭食

材。外卖软件上特色餐饮的

占比越来越多，西安凉皮、常

德米粉、开封烩面，动动手指

就来到你面前。

寻“味”之旅，也因食品工

业制造的创新变得简单。得

益于大数据供配、馅料调制工

艺和面粉水配比创新，加之标

准化生产体系，小恒水饺让不

少人找到“妈妈的味道”。小

恒水饺创始人李恒说，腊月起

订单就大幅上升，进入小年销

量更是倍增，很多消费者甚至

将水饺作为走亲访友的“年味

礼包”。

“有一种幸福就是不论身

在何处，随时可以吃到‘妈妈的

味道’。”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

司长高延敏说，智能化生产、标

准体系的完善和精细程度提升

让机器制造拥有“人情味”。随

着食品工业制造能力提升，越

来越多的食品媲美人工。

顿顿都是年夜饭

“妈妈的味道”不再遥远

模式更多品质更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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