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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卢俊宇）4月 1日起，交通运输部印发
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将
开始施行。

办法中明确的 7类约束性行为分别是：在车站
或者列车内涂写、刻画，或者私自张贴、悬挂物品；
携带动物（导盲犬、军警犬除外）进站乘车，携带有严
重异味、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进站乘车；推销产品或从
事营销活动，乞讨、卖艺及歌舞表演，大声喧哗、吵
闹，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骑行平衡车、电动车
（不包括残疾人助力车）、自行车，使用滑板、溜冰
鞋；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随地吐痰、便
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躺卧或
踩踏座席；在车站和列车内滋扰乘客的其他行为。

陕北地区或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过程
本报讯（凌旎）3月30日下午，根据陕西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与省气象台会商结果，今天早间至4月1日
凌晨，受偏北气流影响，陕北地区可能出现一次扬沙
或浮尘天气过程。

陕北地区日均空气质量将以良至轻度污染为
主，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中度或以上污染。关中北部
地区受高空传输影响，可能出现短时轻度污染。

西安上榜全国旅游复苏力最强10城
本报讯（李程）清明节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的首个小长假，各地旅游市场有序回暖。近日，飞
猪发布的《清明小长假旅游复苏力报告》显示，清
明出游热门城市九成是“云旅游”热门城市，成都、
上海、杭州、深圳、广州、三亚、北京、重庆、苏州和
西安这 10个城市的旅游复苏力最强。

其中，本地游和自驾游复苏明显。根据高德地
图交通大数据预测，全国自驾较活跃地区主要在
中部、西南部和东部地区。短途高铁游也备受青
睐，广东车站最忙，其次是浙江、上海。

3 月 28 日，“花舞大唐春”2020 西安城墙大唐风
筝荟活动拉开帷幕。在西安城墙南门文化礼仪广
场上空，各种主题风筝在徐徐的春风中翩翩起舞，
引得人们驻足欣赏。 杜成轩 摄

4月起地铁内进食、外放音乐等将被禁止

“““僧多粥少僧多粥少僧多粥少””” 疫情下外卖小哥的疫情下外卖小哥的疫情下外卖小哥的“““辛酸泪辛酸泪辛酸泪”””

引题：3月24日，有外卖小哥向记者反映，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办甘家寨社区对外卖骑手进小区取
餐、送餐作出规定，要求每月收取50元月费，否则无法进入。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逆行者”外卖小哥反而遭遇职业困境，没有获得应有的名誉和待遇双丰收……

不合理收费给复工添堵

据报道，近日西安市某小区针对进入的
外卖电动车每月收取 50 元费用，称这 50 元
为“卫生费”，经媒体报道后，该社区决定停
止收费，骑手已交的50元费用可退。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一些地方
对快递、外卖等人员和车辆进小区逐步“开
禁”，可凭健康码进入。这不仅为小区居民
消费提供了方便，也是对快递业、餐饮业等
复工复产的有力支持。在确保社区防控安
全前提下，允许外卖骑手进小区送餐，也显
示了餐饮业和居民生活正有序恢复。

在这一形势下，小区向外卖骑手收取

“卫生费”，显然不合情理，也于法无据。根
据相关规定，社区居委会的收费项目需经相
关部门审批和公示，由相应管理部门收取，
无权单方面收费。对于社区来说，可通过加
强小区管理、与快递外卖公司联动合作、实
行记分管理等，约束外卖骑手的不文明行
为。对于需要继续严格落实“外防输入”要
求的小区，也可以对外卖骑手适时适度、有
序放行，优化调整现行防控策略，但不能总
想着靠“收费”保障社区安全。

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
地正加速推进复工复产。各地各部门应在
进一步抓牢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些大局
意识，破除各种“梗阻”，为复工复产助力。
社区管理也应创新治理模式，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格局，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添砖加瓦。 （徐达）

今年30多岁的喻开强，是西安市美团外
卖团购的一名外卖骑手。春节以来，他连续
40多天没有休息，每天在取餐、送餐的路上
连续奔波十多个小时。可他说，疫情期间配
送范围远、时间长，收入并没有增加。

人人“宅”在家不出门，外卖配送肯定火
爆。然而，外卖骑手和商家均摇头，表示不
是那么回事。

春节后的 40天里，喻开强根本不怎么
敢休息。用他的话说，“要赚钱么！”他主要
在碑林区省人民医院附近的配送点接单，
每单提成 5元，多劳多得。那些天他起早
贪黑，一天最多能跑 40单左右。

他说，以前系统派送单子基本在 3 公
里以内，不少单子取送一共不到 10分钟。
可疫情期间，不少单子的配送范围很远，高
新医院、交大一附院等都进入他的配送范
围。再加上医院不让进，只能在门口等待，
配送时间比平时长了很多。

由于从去年 7 月份起，美团外卖将配
送时间由 40 分钟压缩到 35 分钟，导致疫
情期间配送超时变成了常有的事。喻开
强只能同客户沟通，让对方同意提前点
击送达，避免被处罚。可如果对方不同
意，就只能挨罚单。

“投诉就被处罚，一单扣200元。”喻开强
说，美团平台经过评估可以清零一些罚单，
但不是所有罚单都会这么幸运。

2月下旬，西安市企事业单位陆续复工，
喻开强原本想着可以多送快跑多赚钱。可派
送的单子少得可怜，一天也就十几单。他说：

“人多了，可单子就那么多不够分。”坚持了十
多天，疲惫的他无奈回到老家富平休息。

喻开强等外卖小哥遇到的瓶颈，是因为
餐饮商家大部分还在歇业的缘故。

前不久，《餐饮外卖复工消费报告》显
示，全国商家单量超越疫情前的占比 TOP5
分别为乌鲁木齐、哈尔滨、南昌、西安和东
莞。西安虽然跃居第四，但并不能将此理解
为西安的外卖行情逆势增长。

近日，陕西省餐饮业商会秘书长杨爱婷
正在收集西安餐饮业复工复产情况。她说，
统计显示，陕西品牌餐饮的外卖量虽然增加
了 30%，但陕西大型品牌餐饮企业营业额不
足之前同期的1/3，中小型餐饮企业有些还未
营业，经营困难可想而知。

“厨师都在家，外卖小哥的日子肯定不
好过。”陕西餐饮业的“中华名厨”刘军利说，

“互联网+餐饮”模式是趋势，两者相辅相成，
餐饮不景气，对外卖平台的影响肯定大。

零门槛，只要年满 18岁，提供相关身份
证明，就可以入职。“学历不是你的硬指标。
只看能力，只看付出。”这是招聘启事中的口
号。打开招聘门户网站，外卖骑手、快递小
哥、跑腿小哥的工资都标注在 5000元以上。
外卖骑手的工资待遇在三大互联网经济末端
劳动者中最高，区间为6000元到12000元。

记者以应聘者的名义同美团外卖、饿
了么外卖两大平台的招聘专员沟通薪资
待遇。西安市北大街一美团外卖网点的
工作人员介绍，基本工资 3000元，各种补
助 600 元，每单提成 6-8 元不等。骑手要
拿到基本工资，需要完成 550 单的基本任
务，超出的多劳多得。

龙首村饿了么平台一网点招聘工作人
员说，他们规定每单提成 6-15元，骑手可以
依靠平台指派任务，还可以自己抢单。只要
够勤快，就能挣得更多。然而，同美团外卖
一样，他们要求完成基本任务后，才可以拿
到2500元到3000元的基本工资。

全勤奖、满勤奖、话补、车补、高低温补
贴、工龄工资……记者在同两家外卖平台在
西安的多家网点招聘专员沟通后得知，他们
虽然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雨雪天每单奖励1、
2元，夜间单也有奖励，但却对应聘者关心的
延迟配送及投诉等处罚不愿谈得太多。

调查显示，外卖骑手日接单 40单以上，
需要工作 12个小时左右，还要熟悉配送路
线，争分夺秒，多送快跑。想要实现月入过
万，需要工作 26天甚至更多，并非想象中
的那么简单。

为了多送快跑，逆行抢时间是常有的
状态。“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在外卖小哥
身上得到充分体现。3月 24日，西安交警
对今年一季度全市快递外卖企业和相关从
业者交通违法次数进行公布。在外卖企业
中，美团外卖违法 99次数量最多，饿了么
74次紧随其后，接下来依次是 UU跑腿 53
次，蜂鸟配送、达达外卖 6次。

省社科院社会热点专家王晓勇说，外
卖平台“抢时间”的运营模式里面实际上有
一个制度缺陷，因为计件方式注重的只是
速度，忽略了安全。现在很多外卖公司过
于讨好顾客，忽略了对员工要以人为本的
出发点，要想长远发展，一定要以员工的安
全出发，设计一个新的运营模式。

在两大平台的招聘广告中，只提到办
理人身意外险，至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社保内容，招聘工作人员一律告知没有。
记者咨询百世快递西安一网店，得到的结
论是同行的快递员也没有办理社保。

近年来，从事外卖配送和快递员职业
的人越来越多，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
卖三家外卖平台的注册人数超过 400万，
其他如点我达、达达、京东到家等众多物流

平台的兼职外卖小哥也有 300多万，全部加
起来超过 700万人。

在西安市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跑腿
小哥从业者有多少，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但
从近年来暴增的互联网末端配送量来看，西
安的从业者也是以万计算的。

西安作为中国三大教育基地之一，高校
聚集，高校学生是一大消费群体，成为外卖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近几年西
安经济的飞速发展，白领群体也在社会发展
中不断扩大。由于工作繁忙、天气变化、外
卖平台优惠活动等原因，超过 60%的白领用
户选择外卖就餐。

近年来，西安市总工会持续开展货运司
机、快递小哥等群体入会工作。3年来，他们
逐步摸清了快递小哥的情况，可由于流动性
较大，目前外卖骑手和跑腿小哥的统计工作
还在进行中。

“探索网格化管理，摸清流动人口底数，把
他们纳入工会。”西安市总工会主席薛振虎说。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17年中西安餐饮企
业增长了 265倍，西安外卖行业的加盟商铺
也越来越多。外卖平台为数万人提供了就业
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的就业压
力。然而，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却还在路上。

本报记者 薛生贵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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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单子少不够分

工资并非人人月入过万

不签劳动合同是硬伤

西安市第十中学的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
要先测量体温。

西安中学的保安人员在对学生行李进行消毒。

按照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工
作安排，3月 30日全省 24.6万高三学生正式开
学。其中，西安市167所中学的5.12万名高三学
生回归校园，备战高考。

3月 30日 6时 30分，陕西省西安中学南大
门，值班教师、保安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
和护目镜，校医也在临时隔离点随时待命，学生
入校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 6时 50分开始，门口陆
续迎来高三年级的学生和家长。学生佩戴口罩，
由学校保安负责组织进校，在规定通道按照1米
以上间隔距离有序进入指定通道口，值班教师用
测温枪对进校学生逐一检测体温……7时 30分
左右，门口恢复往日平静。当日，该校共迎来高
三年级1300多名学生返校复课。

全省各地教育部门做好准备

西安中学高三年级的班主任的秦才玉老师
告诉记者，学校给所有返校教职员工配备了相应
的防护用品，并制订了一系列防控举措。“在充分
掌握自我防护知识后，大家全程参与了学校组织
的实景模拟演练，已提前全面掌握了各种环境下学
生体温异常等突发情况的处置措施。”秦才玉说。

“返校的每名学生都要递交 14天居家身体
状况登记表，并接受测温。”西安中学校长张克
强说。该校高三年级的 28个班级被分散安排
在南北两栋教学楼上课，座位间隔也进行了调
整。餐厅将实行单人单桌按序号就坐，每名学
生有固定座位，由食堂工作人员将餐食直接送
到桌上。362 名住宿生将全部实行封闭式管
理，进出宿舍均需测温，学校的隔离观察室硬
件设施也已就位。

记者电话连线了铜川市教育工会主席张海
霞。据其介绍，铜川全市 7所学校（8个校区）共
337名教师已经有序返校，各校组织教职工进行

了包含“自我防护”和“学生防护”两
个方面的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并分别
于 3月 28日和 29日举行了 2020届高
三、初三开学复课工作培训会。

另外，记者相继从西安、宝鸡、咸
阳等多个市级教育部门了解到，类似
的疫情防控措施也已提前在各地相
继推出。

学生状态兴奋 家长喜忧参半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广大高三
学生没有了往日追逐嬉闹的情景，但
见到同学热情打招呼、时不时触摸口
罩等现象仍大量存在。

与学生的兴奋状态不同的是，家
长们则喜忧参半。

“我们最近没有上班，孩子在家
待得发闷，家里氛围也不好。但把孩
子送到学校封闭式管理，还是有点担心。”西安中
学门口，一位刚送完学生的女家长向记者表达了
她内心的矛盾。

几位家长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们说：“孩
子在学校的学习氛围可能更浓，但孩子们聚集，
难免让人揪心。”

现场一位家里同时还有初中生的刘姓家长
则担心家中的另一个孩子，她满脸焦虑地说：“初
中也将开学，高三学生尚且难以自控，真不知道
刚上初中的老二在校期间能否戴得住口罩？”

也有部分家长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孩子
在家闷得慌，总跟我吵架，也听不进去我们的话，
在学校可以严格管理，应该能好好戴口罩吧。”

部分高中将为学生做心理辅导

据记者了解，铜川市第一中学在做好各项防
控措施的同时，还将充分利用晚自习和周六、周

日等空闲时间为学生们提供心理辅导，整体有序
地推进高三学生的复习进度。

铜川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郝军宁说：
“随着高考日期的日益临近，对于学生当中普
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学校将向学生公布二级心
理咨询师的电话，让学生自主地寻求帮助，结
合各班的主题班会让班主任联系家长，通过家
校合作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进行
干预，力争让孩子们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去
面对高考。” 文/本报记者 王何军

图/本报记者 刘强 鲜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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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十中学的学生递交“开学报到前14天健康监测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