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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外卖小哥成交通事故高发群体！

“合理”的算法为何
“失控”
？

全国多地掀景区门票降价潮

游客将迎“最省钱”黄金周
相比往年，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很特别：
不仅和中秋节叠加为 8 天的超级黄金周，还是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首个长假。
眼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启“抢人”大战，多地
掀起景区门票降价潮，全国已有超 500 家景区
实行不同的门票免费或折扣政策，一个最省钱
的“十一”
黄金周呼之欲出。

核心
提示
近日，一些网络平台
外卖小哥的职业困境，让
外卖平台与算法系统颇受
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外卖小哥成为交通
事故高发群体，曾以精准、
合理、优化为标签的算法，
引发业内广泛讨论。

百余家 A 级景区能免费逛

1 “撞车爬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能超时”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外卖产业重
塑人们日常生活，也成为各地发展经
济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抓手。美团发布
的报告显示，2019 年，通过该平台获得
收入的外卖骑手总数达到 398.7 万人，
比 2018 年增长 23.3%；今年上半年，在
美团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
295.2 万人，
同比再度大幅增长 16.4%。
收入相对较高、薪酬支付稳定、工
作时间灵活，是吸引众多劳动者投身
外卖行业的原因。35 岁的广州外卖小
哥伍召云说，他曾在工厂、酒店、物业
公司工作，2017 年加入外卖队伍至今，
“觉得这个职业是很有奔头的”。
在外卖骑手数量持续增长的同
时 ，外 卖 小 哥 成 为 交 通 事 故 高 发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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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 算法困境”
背后的深层问题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平台“逐底竞争”，导致
算法
“失衡”
。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第二季度，
美团外卖、饿了么两家已包揽了外卖
行业近 95%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马亮认为，外卖行业高峰期短且集中
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
越集中在送餐速度上，导致原本应该
综合多种指标的算法，忽略了骑手的
安全和压力状况。
“外卖行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逐
底竞争’，即不断试探送达时间的底线
指标。把所有的竞争参数穷尽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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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质疑，饿了么称将尽快
推出新功能——
“我愿意多等 5 分钟/
10 分钟”按钮，供消费者选择。美团则
称将改进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 8 分钟
弹性时间。
有受访人士认为，解决外卖骑手
面临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平台企业能
够正视、尊重和真正保障劳动者权益，
而不是让算法成为只会为企业赚钱的
冰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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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近年来，国内多地都发生过外卖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础上的算法系
小哥因闯红灯、违规并道导致人员死
统。与算法系统相配合的还有一整套
亡的恶性交通事故。
严格的考核机制：一方面，外卖平台以
记者从深圳交警部门获悉，仅今 “按单计价”激励外卖骑手尽可能多接
年 8 月，深圳全市就查处快递、外卖送
单送单；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准时率、
餐行业交通违法 1.2 万宗，占非机动车
差评率、配送原因取消单量等考核严
违法案例总数的 10%以上。上海市医
格约束骑手。准时率的降低，意味着
疗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说，8 月的每周都
外卖骑手在平台的算法中失去了“接
会遇到与骑手相关的单子。
单优势”，也会在内部排名中降低名
“赶时间”是核心原因。一位骑手
次，
无缘各类奖励。
说，2018 年前后平台给他的每单送餐
这种“算法加考核”的机制，令从
时间是 40 分钟，但后来被压缩到 30 分
业者心理压力倍增。一位骑手说，有
钟。
“有时候从商家拿到外卖都过去 20
一次他与电动车相撞，
“当时爬起来想
分钟了，剩下的 10 分钟我要骑行 3 公
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超时，都顾不
里、跑进小区、等电梯上楼。
”
他说。
上想对方和自己伤得怎么样，现在想
平台压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建立
起来觉得很荒唐。
”

算法为何会“失控”？
压力就被推到骑手那里，导致骑手处
于极限和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
他说。
另一方面是复杂用工关系令风险
转移，
导致算法
“失责”。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多数外卖
骑手和外卖平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雇
佣关系。很多外卖骑手往往不跟平台
直接签约，而是通过一些 App 跟第三方
劳 务 公 司 签 约 ，且 劳 务 公 司 频 繁 更
换。当出现事故的时候，容易导致多
方相互踢皮球。
在一起外卖骑手撞伤行人案件
中，骑手称 2018 年 9 月加入某外卖平
台，刚开始 App 上的劳务协议显示雇主
为宁波裕米公司；2019 年 8 月 App 上的
协议又变更为杭州邦芒公司，他搞不

清楚雇主究竟是谁。在出事后的庭审
过程中，宁波裕米与杭州邦芒均不承
认黄某是自己的雇员。
负责审理该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
民法院法官刘波说，从合同上看，骑手
和劳务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但实际
上劳务公司与骑手的关系十分松散。
平台用接单量、客户投诉情况考核骑
手，充当了“雇主”的角色。而一旦交
通事故发生，平台却躲在劳务公司背
后，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现行法律法规下，交警没办法
处罚企业，只能处罚骑手。出了交通
事故，是骑手个人而不是企业需要承
担违规违法成本以及伤残死亡风险
等。

仅有算法是不够的
近年来，面对新兴业态的挑战，多
地已开始加大管理力度。比如，广东
佛山已建成 89 个固定交通安全教育
点，加大对外卖快递骑手等群体的交
通安全教育；对于员工交通违法较多、
交通安全管理薄弱的外卖企业，佛山
公安交警组织约谈企业负责人。
马亮建议，新兴业态必然会对现
有的法律法规构成冲击和挑战，涉及
劳动者权益保护、职业安全、安全生产

等的通用性法律，需要及时修订。跟
某个行业直接相关的问题，也需要新
的法规及时回应。
此外，外卖行业的问题牵涉多个
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主要监管部门，对
失序的竞争行为进行纠偏。马亮还建
议，外卖骑手属于“流动中的安全生产
问题”，也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
系，
压实地方政府监管和执法责任。
（新华社广州 9 月 14 日电）

暑期开启的门票降价潮延续到了“十一”，
这波降价颇有含金量：多地 A 级景区加入门票
降价队伍，部分知名景区甚至还能免费逛。
西安 53 家 A 级景区实行免门票制度，包括
大唐芙蓉园、西安城墙、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
景区；青岛 12 家国有政府定价 A 级旅游景区面
向国内外游客免门票开放，5A 级景区崂山名列
其中；近期重启旅游市场的新疆阿勒泰推出 32
家 A 级景区门票全免优惠，包括两家 5A 级景区
——喀纳斯景区和可可托海景区，还对组织“交
通+旅游”
形式的组团社给予补贴奖励政策。
湖北省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已对全国游客免
门票开放，
让游客颇为惊喜的是，
欢乐谷、海洋世
界这样门票价格高一些的景区同样在免票范围
内。
此外，8 月 1 日起，贵州省 A 级旅游景区针对
境内外全体游客实施门票五折优惠政策；苏州
市近期推出面向全国游客的“1 元游园林”活动，
使用范围涵盖虎丘、留园、拙政园等 14 个苏州知
名园林景区。

西北地区成新宠
随着黄金周临近，憋了大半年的旅游商家
纷纷推出多重优惠活动，提前打响游客“争夺
战”。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获悉，私家团、
定制游、周边游等“十一”旅游产品最受青睐。
携程旅游大数据实验室研究员彭亮介绍，今年
“十一”黄金周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包括海南、
云南、四川、陕西等。
由于无法出境游，游客转而奔向国内小众、
深度游目的地，利用 8 天长假走得更远，西藏、青
海、贵州、新疆等西部线路成为人气目的地的第
二梯队。根据携程数据，西北地区国庆热搜量
暴增 475%，其中甘肃热度增长最快，跻身全国
热搜旅游目的地第 4 位。旅客出行时间预计比
去年增长 1.7 天，多跨越 2.5 个省的距离，
“ 穿越
大半个中国”
成今年
“十一”
旅行新趋势。

热门出游路线得尽早预订
有数据显示，旅游产业链效益约为门票价
值的 7 倍，包括食宿、交通、购物及间接创造的社
会财富。记者了解到，青岛 12 家景区在 8 月 1 日
实行免票后，1 个月接待游客 86.48 万人，其中崂
山接待游客 47.4 万人次，环比增长 73.63%，各景
区二次消费显著提升。
“景区免门票开放后，乘坐豪华游轮、观光
艇和漂移艇的游客明显增多。”崂山风景区工作
人员介绍。游客来得多了，餐饮、住宿、交通、购
物等旅游消费迅速提升，当地旅行社工作人员
感慨：
“ 跨省游恢复让旅行社的业务从零到有，
免门票则让旅行社业务从有到多。
”
也有游客担心，门票价格下降导致游客数
量激增，相应的配套设施、服务质量和旅游体验
是否能跟得上。近期，有游客反映在湖北襄阳
唐城景区内吃饭价格过高，有商户售卖的热干
面由 8 元擅自涨价到 15 元，在监管部门介入下，
景区对涉事商户处以一万元的罚款并要求其停
业整顿。还有游客反馈，景区门票预约系统经
常约不上。多位旅游业内人士认为，景区免票
后，餐饮、住宿、娱乐等配套设施一定要跟上，否
则依然留不住游客的脚步。
多家旅行平台负责人介绍，国庆跟团、自由
行等打包产品售价稳中有降，但对于热门目的
地和旅游产品，游客一定要提前预订，不仅因为
资源紧张，价格也会越涨越高，部分人气目的地
的酒店产品价格相比往年
“十一”有明显上涨。
（据《北京日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