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科技灵不灵

在微博沉寂多时的王欣，追着“就业”

话题为新产品预热：“未来的趋势一定是弹

性雇佣、灵活就业，对劳动关系双方都会有

最大的利益保障，科技的发展和平台工具

的创新，会为我们大家提供越来越多这样

的就业机会。”

王欣指的创新平台工具是“灵鸽”，一

款灵活用工产品，也是他复出后推出的第

三款App。“3个月前，灵鸽测试版上线一

天就被刷爆了，有接近100万注册，我们赶

紧下架了”，王欣首次解释原因，“因为灵

鸽还没有开放，要完成很多第一次产品的

流程，还有很多法律流程没有完成，所以

主动下架”。

按照他的计划，等把所有功能补齐，

“今年底会再测试一下灵鸽，如果没什么问

题就不下架了”。也就是说在一个月内，灵

鸽会接受用户检验。选择年底推出，王欣是

有讲究的，“因为这时候大家要回到老家，

见到亲戚朋友可以推广一下”。

灵鸽究竟是一款什么产品？王欣和灵

鸽内部人士不断强调的是，灵鸽是一个灵

活用工平台，不是兼职平台。王欣还直言并

不是对标58，但由于产品尚未正式上线，外

界无法直接对比两者的区别。

一窥灵鸽的机会很少，但灵鸽方面人

士乐于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了灵鸽的黑科

技：灵鸽采用去中心化的模式，比如，账号

体系采用区块链三层加密，中心系统不默

认保存密码；首页和UGC(个人生产内容)

的内容展示按需匹配，千人千面等。用户发

布需求后，不是采用传统的目录分类，让用

户耗费精力浏览筛选，而是利用AI技术进

行语音识别和点对点的智能匹配和实时沟

通。基于大数据分析，系统对用户的了解、

匹配会越来越精准。对单个用户而言，独特

的多身份系统是灵鸽最大的创新点之一，

每个人既是需求者，也可以设置多个不同

的服务者身份。

可以看出，王欣这次将区块链、人工智

能与灵活用工结合，在灵鸽上输出，把新技

术和老行当做一次整合，期望掀起一个新

风口。

抓推广时机

为了在年底进行二次测试，他做了诸

多准备。比如签约了一批培训学校，把重点

放在精准流量上。“我们跟培训机构、培训

学校进行了签约，它们能够变成我们的合

伙人，让它们的学员培训及就业。”

不过在新技术的应用还需要调整，王

欣透露，“很多用户不知道怎么用，都接受

不了，我们在调整区块链技术在灵鸽上的

应用，让它更适合普通用户，也加入了手机

账号的登录”。

“新技术能够提高平台用户的体验，但

平台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是解决如何留

存技能提供者，将供需双方聚拢在平台

上”，艾媒分析师李松霖认为。

比达分析师李锦清则称，“语音识别、

千人千面已经是电商、匹配类平台的标配。

区块链技术在灵鸽上的应用是不是刚需，

还要继续探索”。

从社交平台的反馈看，外界对于灵鸽

的热情明显大不如前。10月至今，灵鸽官

微发布及转发的17条微博，评论大部分

在个位数。8月底灵鸽第一次内测时，用

户则在官微上互动频繁，多个微博评论

在100上下，还出现过冒牌官微和App的

插曲。

“可能是因为产品还没有上线，用户无

法体验，所以现在灵鸽还没有形成话题。不

过现在确实是个预热的好时机”，李锦清这

样认为。

近日，国家提出要更大力度实施就业

优先政策，在积极扩内需、稳外贸带动就业

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举

措。网易裁员、京东福利等热点事件也推高

了劳资关系的关注度。

其实，去年同一时期，王欣也频繁发

声，为“马桶”吆喝。那是王欣复出后最高调

的一段时间，公布微信终止马桶官网链接

访问的截图、分享团队通宵的照片、怒怼假

冒马桶的产品等，他都亲力亲为。王欣还选

择与抖音的多闪和快如科技的聊天宝同一

天上线。这一系列操作，让王欣的复出首秀

异常成功，也让马桶尴尬的用户体验和后

来的下架人尽皆知。

否定老产品

“马桶失败了，”王欣并不避讳，“最开

始有些年轻人对社交有些新想法，后来我

们发现马桶这个产品有问题，就立马下架

了，并不是坊间传闻的涉黄。单看马桶的愿

景不够大，我们还太弱。”

根据马桶上线时的介绍，产品瞄准陌

生人社交，开通的功能以匿名限时群聊为

主。明显特征包括：所有聊天话题基于定位

匿名发起，不支持一对一私信；群聊具有即

时性，在1小时内所有对话框及内容自动消

失；短暂开启过红包发起聊天功能等。

王欣进击社交算是行业缩影。从年初

多闪、聊天宝、马桶三款社交App齐发，到

年底腾讯、微博、网易接二连三推新品，可

见社交是2019年为数不多的热门赛道。

王欣对社交火爆的判断没错，但李锦

清认为马桶的失败却是必然的，“因为匿名

社交会遇到很多政策风险”。在马桶上线之

初，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就在朋

友圈表态，“负能量的匿名社交是旗帜鲜明

地反对的，没得说”。

不过，王欣给自己留了退路，在马桶下

线后紧接着推出了“好记”。他解释，“好记

是个新产品，不是马桶转型的”。

根据苹果应用商店信息，iOS版好记

于7月上线，目前已经升级24次。用户可以

在好记上发布话题、活动和视频，平台会根

据用户地理位置推荐群组，用户参与话题

讨论，就有机会分享红包。

根据七麦数据，好记上线至今，仅在6

月和7月短暂挤进iOS版免费娱乐榜单前

200名，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跌至1470

名上下。

用户对好记则毁誉参半。用户“小卖部

部长”评论，“可以围绕一个话题和陌生人

即兴讨论，这个功能挺吸引我。还能分享商

品，又加入了关注粉丝的互动，希望持续更

新”。但另一个用户直言“不明白这个软件

存在的意义。一堆人为了红包阿谀奉承，关

注群主，讨论半天刷不出来一个，对王欣这

波操作真的很失望”。

“互动式内容电商平台”这样抽象的官

方介绍，让业内人士很难定义这个产品，目

前也几乎找不到与好记对标的老产品，李

锦清认为“好记的本质还是一款社交产品，

跟电商的关联性不大，但是产品看起来没

有重点”。

王欣是连续创业者，具有IP效应，

但从复出后的产品反馈来看，还未有一

款能与当年的快播相提并论。业内人士

对这种高起低落并不意外，增量竞争转

成存量竞争，创业成本会增加，头部企

业把守的重点赛道机会不多，且大平台

都打着私域流量的算盘。新概念新技术

落地的试错成本不小，却是为数不多的

选择。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主管总编辑助理 王万利 编辑 张绪旺 美编 高蕾 责校 杨志强 E-mail：shangbaoIT@163.com

13IT 互联网周刊北京商报2019.12.10

滴滴发布安全透明度报告：
前三季度乘客醉酒冲突投诉占比近一半

近日发布的2019年1-3季度《醉酒乘客

安全透明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滴滴

披露的第四期安全透明度报告，也是滴滴首

次对外公布醉酒乘车数据情况。

报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滴滴收到

醉酒乘车引发的投诉37607件，相当于客服

每10分钟受理1件。其中，乘客醉酒引发的冲

突投诉4479件，占冲突投诉总量49.1%。醉酒

引发的性骚扰投诉1170件，占安全类投诉总

量0.14%。

安全是滴滴的持久战，持续公布安全隐患

就是工作中的一环，如滴滴创始人兼CEO程维

所言，“安全工作不会一蹴而就，要持续地投

入，警钟长鸣就是滴滴安全工作的常态”。

司机投诉乘客肢体骚扰
占比87.6%

在越严重的冲突中，乘客醉酒占比越高。

报告显示，2019年1-3季度，有人受轻伤及以

上的冲突投诉中，由醉酒引发的占比51.9%；

有人受轻微刮伤的冲突投诉中，由醉酒引发

的占比49.2%；言语冲突投诉中，由醉酒引发

的占比48.9%。

以2019年10月中旬北京发生的一起醉

酒冲突为例，快车司机牛师傅接到两名醉酒

乘客，双方因修改目的地发生语言冲突。乘

客殴打司机，在司机被迫停车逃走后，乘客

又开始砸车。事后，司机到医院检查，被鉴定

为轻伤二级，警方介入处理。按照滴滴相关

规则，乘客被限制使用叫车服务。

乘客醉酒乘车也可能导致言语或肢体类

性骚扰投诉，其中，大部分是言语骚扰投诉，

但是在少量的肢体骚扰投诉中，司机投诉乘

客占比87.6%，乘客投诉司机占比12.4%。值得

注意的是，男司机投诉男乘客肢体骚扰的比

例占52.9%。

代驾也是醉酒冲突的高发业务。酒后不

开车，开车叫代驾是很多车主的选择，但仍有

很多车主因醉酒与司机发生冲突，甚至强行

赶司机下车，造成安全隐患。据统计，滴滴代

驾中，因异常情况中途结束订单的超过1%。

2019年3月某日凌晨，一名代驾司机接单

后正常驾驶，但醉酒车主认为司机开车太慢，

强行要求代驾司机下车，司机劝阻无效后，醉

酒车主独自酒驾离开，后与多辆车发生碰撞，

车主死亡。

针对这一难题，滴滴公众评议会曾发起

“用户要求代驾司机下车后强行酒驾，代驾要

报警吗？”讨论和投票，结果显示，86%公众支

持司机报警，14%公众不支持报警。

滴滴持续对代驾司机开展安全教育，要

求司机作为服务者尽全力劝阻醉酒车主不要

酒驾，同时也呼吁饮酒车主，酒后出行，安全

第一。

98%乘客认为
醉酒报备有必要

自2018年9月4日开展安全攻坚以来，滴

滴App迭代25个版本，推出、升级20余个安全

功能和策略，覆盖行程前、行程中、行程后全

过程，尝试推出了“加密行程录音、录像”“黑

名单”等新功能。

此外，滴滴还针对醉酒乘车推出一系列

安全措施。2019年8月，滴滴在全国上线醉酒

报备功能。滴滴平台统计数据显示，醉酒报

备功能今年8月上线以来，司机日均报备乘

客饮酒11万订单；乘客日均报备自己饮酒8.6

万订单。所有乘客报备的订单中，肢体骚扰

投诉为零。

根据滴滴提供的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

北京、东莞、广州是司机报备乘客醉酒订单数

最高的三个城市，从场景看，男司机接男乘客

的司机报备率最高，女司机接女乘客的司机

报备率最低。从时间看，晚上11点至次日5点

报备率整体高于非深夜报备率，其中凌晨2点

-4点司机报备量最高。从性别看，男司机比女

司机报备率高。

对报备醉酒的订单，滴滴会给予更多关

注和保护。行程前，乘客报备醉酒可添加临时

联系人。遇到紧急情况，平台会向临时联系人

发送短信提醒。行程中，当行程轨迹异常停留

时，乘客会收到平台安全提醒。到达目的地

后，乘客还会收到叫醒的提醒。

上述报告显示，醉酒报备功能上线后取得

初步成效。2019年1-7月，乘客醉酒引发的肢

体骚扰投诉占性骚扰投诉总量30.2%，8-9月

上述比例降至19.2%，相当于降低36.4%。

用户调查显示，98%乘客认为醉酒报备

有必要。96%乘客认为到达目的地后，平台向

乘客提供目的地叫醒服务很贴心。

平台主动公布隐患
提高安全意识

尽管滴滴为司乘双方提供了一系列安全

保障，但当前的醉酒场景治理仍面临很多挑

战。乘客醉酒独自乘车，可能会引发冲突、性

骚扰、交通故事等安全隐患。为此，滴滴建议

醉酒乘客打车时让清醒的亲友陪同出行。

滴滴也通过多种渠道披露安全数据和实

例，以期提高司乘双方的安全意识。

之前，滴滴陆续发布了三期《安全透明度

报告》，分别是2019年一季度《车内冲突安全

透明度报告》、2019年上半年滴滴与警方携

手共建安全六项进展以及2019年一季度《滴

滴协助寻找“失联”用户数据透明度报告》。

后续滴滴还将陆续公布交通事故等安全相

关数据。

除了持续公开、透明安全运营情况，滴滴

还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

并已成立集团和各事业部各级安全委员会，

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迭代安全功

能和升级安全策略。

目前，滴滴安全管理工作已经逐步走向

正轨。在安全响应方面，对于疑似安全进线，

滴滴可在10分钟内升级流转至安全响应团

队；警企合作方面，98%的调取证据工单都在

10分钟内完成，平台上的案件破案率保持

100%；今年1-10月，滴滴协助警方办理相关

黑产案件20宗，已抓获嫌疑人339人。

2018年9月，程维在内部信中提出“Allin

安全”的口号。今年滴滴还对外公布，2019年

公司预留安全经费投入预算超过20亿元。

复出一年， 快播创始人王欣在社

交、区块链、人工智能多番尝试，却事

与愿违。近日，王欣透露了第三款产品

“灵鸽”预计年底上线，还坦言此前推

出的社交App“马桶”是失败产品。流

量红利渐失的互联网， 区块链等概念

是为数不多的创业风口， 但王欣的名

人效应经不起一次次试探无果。

追风口的王欣

王欣复出大事记： 2018年12月
晒团队合影
预告新产品

2019年1月
推“马桶”App
但很快下架

2019年7月
iOS版“好记”
App上线

2019年8月
测试“灵鸽”App
随即主动下架

2019年底
计划再次推出
“灵鸽”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