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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止转阴到多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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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海南全岛将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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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佩玉 菀
滢）距离我市成功创成全国文
明城市已有半年时间，现如
今，村庄改造工程中的东风社
区和马家庄的村庄环境怎么
样？老问题有没有回潮？昨日
下午，记者来到村庄实地探访。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东风
社区，只见主干道干净整洁，
停车场内机动车停放整齐，园
林工人正在村里修整绿化。“以
前，村里哪有可以坐下来聊天
的地方哟。现在真是‘想在哪
儿聊就在哪儿聊’，到处都是干
干净净，也算是让我们好好享
受了。”正在东风居民公园里散
步聊天的几位老人纷纷说道。

东风社区现有住户六百余
户。去年，按照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要求，司徒镇、市住建局
对村庄分别实施了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和村庄环境提升工程，
使村庄内的环境得到了整体提
升。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村里
每天都有固定的保洁人员清扫
路面，房前屋后随便乱堆乱放
的现象并不多见，哪怕是在村

中心的小卖铺周围，也看不到
乱丢垃圾现象。“以前，村里没
有垃圾集中点，家家户户都是
将垃圾丢在角落里，到了夏天
就会臭气熏天。现在不仅是在
村里添置了不少垃圾桶，村民
也比从前更爱护环境，毕竟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
住在东风社区的朱仙桦欣慰地
说道。

在马家庄，宽敞洁净的道
路、错落有致的农宅、停放有
序的汽车与一簇簇绿植交相辉
映，干净、清新的环境让人眼
前一亮。马家庄位于 241省道
西侧、新河南岸。过去，村庄
周边的脏乱差问题一直颇受诟
病，村内私搭乱建也较多。在
文明城市创建中，司徒镇投入
2000万元对马家庄村庄环境进

行了集中整治，自此，马家庄
开启了“美颜模式”。“文明城
市创建后，村民都自觉地遵守
村风民约，现在随地吐痰的少
了、乱丢垃圾的少了、大声喧
哗的也少了……借着文明城市
建设的‘东风’，大家都过上了
幸福、文明的生活。”村民赵琴
琴美滋滋地告诉记者。

城乡接合部村庄环境长效管理做得怎么样？记者再访东风社区和马家庄发现

居民齐心守护创建后整洁村容
文明创建文明创建

图为东风居民公园一角。记者 佩玉 菀滢 摄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邹学伟）如果把道路比作一
个城市的血管，那么发达的公
共交通则是其中奔腾不息的血
液，便利的公共交通出行系统
支撑着城市要素的流动与配
置，书写着舒适与繁荣……每
一天，全市有 100多辆新能源
公交车穿梭城区、镇村，为我
们这座宜居之城提供了便捷的
交通保障，成为了一道绿色风
景线。

记者昨日从市交运局获
悉，为满足城市绿色发展和百
姓快速出行需求，尤其是完善
开发区普善片几大新建小区等
重要区域的公交出行网络，填
补新城区公交线网空白，我市
今年将全面启动“公交提升工
程”，将对全市公交线路进行一
次全方位的优化调整，根据各
地实际，重新规划城乡公交线
路，调整优化每一条公交停靠
站点。同时还将继续提升新能
源公交车占比，全年新增 28辆

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且明确
以后我市新增或更新公交将全
部应用新能源汽车，将绿色出
行进行到底。

2015年 8月 20日，首批 15
辆新能源公交车在我市投入运
营，不但填补了全市新能源公
交车的空白，还开创了公交能
源多元化历史，更成为丹阳城
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趋势。“纯电
动公交车乘坐舒适、几乎静音
行驶且零排放，是公交车发展
的方向。”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几年，得益于国家对绿
色低碳环保产业的鼓励支持以
及市政府实事工程的推动，我
市交通运输部门一直将公交提
升列入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城
乡和镇村公交工作取得较大提
升。尤其在低碳公交方面坚持
从“节能减排”出发，逐步淘
汰高能耗公交车，无论是更新
公交车，还是新增公交车，全
部采用低排放、新能源车型。
目前，全市共有公交线路 79
条，线路总里程 1282.2 公里，

日发班次总数 1562，近两年新
增 101 辆新能源公交，其中
2017 年新增 50 辆新能源公交
车。

“今年总投资 2000万元的
公交提升工程继续入选全市 30
项城建重点竣工项目，此举表
明市政府将公交优先发展工作
作为 2018 年政府重点工作来
抓，以确保此项工作持续推
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计划新增的 28辆纯电动新能
源公交车采购已进入招标阶
段，预计 6月份将全部采购到
位并投入使用。

2018 年，我市还将跟进沿
线候车亭等公交基础设施建设，
延伸并完善公交线网，全面实施
公交线网优化调整，提升公交服
务能力。目前，我市正在对全市
公交路线图进行重新编制规划，
其中新增公交线路3条、优化公
交线路5条。可以说，此次调整
是丹阳公交有史以来调整数量
最多、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线路
调整。现在，该公交路线调整方
案已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专家评
估阶段。

值班：余桂兵 周德传
编辑：周德传
组版：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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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提升工程”全面启动
新增28辆新能源公交车6月投入使用，路线调整方案已基本完成

对标发展高质量
建设精美丹阳城

图为新能源公交车。记者 丽萍 通讯员 邹学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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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不慎落水
幸亏遇到了他

12日下午4时20分左右，在
正则小学附近，一位小学生不慎
跌落校门口的护城河中，90后小
伙步磊刚好路过，他来不及多想
纵身跳入河中将落水学生救起，
妥善安置后安全交到家长手中，
路过的市民纷纷为他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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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叫个外卖只要几块
钱，骑手跑得快能日进千元，商家
选了滴滴就不能用美团…… 近
日，在江苏无锡，滴滴、美团和饿
了么三大平台上演了一场史无前
例的“外卖混战”。

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外卖平
台的补贴大战，看似让消费者和
骑手得了好处，实则引发不正当
竞争、消费体验差、交通事故增加
等一系列问题。

外卖小哥慢点骑
外卖混战受关注

饱受肩伤困扰
傅园慧萌生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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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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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出售信息
●访仙有厂房急出售（国土）15365973816
●出售或出租位于丹阳开发区天工工业园区厂房，建
筑面积2000-4000m2，两证齐全，价面议13905295503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出租信息
●东门黄金地段宾馆出租，18260618502
●水关路建行西侧台阳小区 15号门面 2
间出租，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775508805

遗失信息
●杨紫馨遗失出生证，编号：
P320015774，声明作废。
●史志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507030075，声
明作废。
●丹阳市明旺工具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3435501，声明作废。
●孙立军遗失丹阳市吕城镇河南
粮油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504210380，声明作
废。
●丹阳市金萍指纹仪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0130006S，副 本 编
号：3211810002010130007S，声明
作废。
●丹阳市练湖振国眼镜厂原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景振国遗失丹阳市练湖振国眼
镜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410150034，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410150073，声
明作废。
●徐柏岩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2011186300，声明作废。
●丹阳市华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709110135，声明作
废。
●马婵媛遗失江苏天坤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张，
号码：5449152，声明作废。
●丹阳市惠达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4180236，声明作
废。
●丹阳市盛直来橡胶材料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606070140，声明作
废。
●丹阳市后巷镇福兴烟酒商行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19880324654501，声 明 作
废。
●吴召娣遗失丹阳市吕城镇喜尔
乐烟酒商行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01602290060，声明作
废。
●朱旭遗失就业失业证，证号：
3211811011147557，声明作废。
●孙银炳遗失丹阳市访仙镇迎鑫
制钉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0806030164，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0806030568，声明作
废。
●倪涛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的保
单 ，交 强 险 保 单 号 ：PD⁃
ZA201732110000177220，商业险
保 单 号 ：
PDAA201732110000147622，声明
作废。
●丹阳市惠达电子元件厂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321181310041，声明作废。
● 付 豪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O320329708，声明作废。

●江苏齐梁人家生态度假村有限
公司原财务章和法人“李玲青”私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丁慧杰遗失就业失业证，证号：
3211812013002494，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郭松年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古 圩 村 、丹 房 权 证 字 第
06-00-90号房产证遗失（灭失），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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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你慢点骑”
——“外卖混战”引来监管约谈的警示意义

4月9日，网约车巨头滴滴在无锡正式上线外
卖业务，通过高额补贴迅速拉拢人气后，宣称自己
日单量第一。在滴滴的“高举高打”面前，美团和
饿了么纷纷应战，外卖市场新一轮三方混战拉开
序幕。

从外卖平台的打法看，主要是给消费者叫外
卖和骑手送外卖提供双重补贴。按照滴滴外卖的
规则，针对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除了首单立减 20
元，还提供“满 20元减 18元”优惠券。这样算下
来，一单加上运费需43元钱的外卖，只要5元左右
就能吃到，“比做饭还便宜”。而便宜点的奶茶用
优惠券冲抵后，只用付运费，相当于白喝。

“这几天不点个外卖都感觉不是无锡人。”网
络上的调侃并非虚言。记者近日在无锡市香榭街
的“老佟家”餐馆看到，前台堆满了打包好的外卖，
不断有外卖骑手出入取走订单。店主告诉记者，
自滴滴外卖进入无锡市场以后，店里的外卖单量
增加了40%。

天津小伙赵明是忠诚骑手，他在11日跑了47
单，花了 11个小时，成为滴滴外卖凤凰城站点当
天单量冠军。“滴滴宣称忠诚骑手一个月一万元，
按周发工资，每周上六天班，每天跑足8小时和规
定单量。只要尽心尽力去跑，基本都能拿到。自
由骑手是按单结算，一单 20至 25元，厉害的一天
能拿2000多元，少的也有近千元。”

滴滴的猛烈攻势，令其他两家外卖平台有点难
以招架。一位正在等派单的美团骑手告诉记者，高
峰期一单挣15元，其他时间一单5元。现在就跑高
峰期，一天30多单能赚四五百元。爆单的情况下，
不仅箱子全满，电动车把手上都挂着外卖袋子。“等
这个月工资发了，我就去滴滴，可以挣得更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订单太多，无锡当地的
外卖小哥不够用，苏州等地的外卖小哥也赶到无
锡支援。外卖员满城跑，一时间成了无锡一景。
甚至还有一家三个亲兄弟齐报名，有的在报名满
后，被预留下来作为储备资源。

看起来，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让消费者和骑手
们都得到了实惠，很多外地网民纷纷留言“滴滴外卖
快点打过来”。但事实上，低价的午餐并不好吃，外
卖平台的简单粗暴打法，导致一系列问题开始浮现。

——订单来不及送，客户体验差。无锡市民商
女士表示，因为身边朋友推荐才开始用滴滴外卖。
本来想着有优惠，谁知道下单后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送到时饭都凉了。

“订单多的时候，别说骑手没时间取，我们连打
包都来不及，配送肯定会有延迟。”一家餐馆负责人
无奈地说。

——涉嫌不正当竞争，破坏市场秩序。11日，无
锡市工商局紧急约谈三家外卖平台。无锡市工商局
方面表示，稍早前接到商家举报，称其在上线了滴滴
平台后被美团和饿了么强制下线，商家被迫“二选
一”。经过前期调查发现，相关外卖服务平台的行为
已经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经营行为；另
外，在调查期间，相关外卖服务平台存在边纠错边推
出新的极端营销措施的情况，如采取发放大量补贴
或优惠券等无序的市场竞争手段争夺市场份额，破
坏正常市场秩序。

在约谈会上，无锡市工商局责令三家外卖平台
立即停止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违法行为，主动
协助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执法调查，迅速对经营
行为开展自查自纠，主动纠正其他可能影响市场经
营秩序的行为，如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

——交通事故明显上升，给社会安全带来隐
患。无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民警陈刚告
诉记者，随着外卖大战的启动，粗略估算城区外卖小
哥导致的交通事故增加了两成多。

陈刚分析，这些事故的原因，一是非机动车走机
动车道，二是逆向行驶，三是违反交通信号灯，导致
轻微碰擦事故。值得警示的是，在路上发现无牌摩
托车行驶，而且骑手边接单边看手机，安全隐患极
大。

外卖平台做打车，出行平台做外卖……今年以
来，互联网行业跨界竞争不断。随着既有的游戏规
则被打破，竞争的底线也越来越低。特别是让“商
户二选一”的行为，不是通过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
的质量来进行良性竞争，而是用强迫商户站队的方
式打击竞争对手，明显有悖商业道德。

和以往的“戏码”略有不同，此次在无锡发生的
外卖大战，刚开打几天就被监管部门约谈。在全国
范围的外卖大战“山雨欲来”之际，极具警示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
俊慧说，回顾这几年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不论是
网约车、共享单车，还是外卖，主要参与者为了圈用
户、抢市场，竞争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之前
各方对‘互联网＋’创新创业持审慎包容态度，很多
出格的做法并未得到及时纠正或制止，其结果是损
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挫伤了后来者的创业创新
积极性。”

李俊慧认为，在无锡外卖市场刚刚出现“苗头
性”问题时，相关部门及早出手，通过约谈市场参与
者，划定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对于市场的长远发展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高额补贴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
补贴获取的用户，其黏性也不会高。可以期待，外
卖市场的无序竞争，将随着监管部门的介入逐渐平
息。”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陈礼腾说。

（新华社）

“捡钱”式补贴
掀起外卖新一轮混战 简单粗暴打法

诱发三大乱象

监管及时出手
极具警示意义

消费者叫个外卖只要几块
钱，骑手跑得快能日进千元，商家选

了滴滴就不能用美团…… 近日，在江苏
无锡，滴滴、美团和饿了么三大平台上演了一

场史无前例的“外卖混战”。
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

看似让消费者和骑手得了好处，实则引发不正
当竞争、消费体验差、交通事故增加等一系列
问题。11日，无锡市工商局紧急约谈三家

外卖平台，责令它们立即停止涉嫌不
正当竞争和垄断的违法行为，

开展自查自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