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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百里的外卖小哥
近三天送餐量暴涨50%

美团外卖平台的外卖小哥
伍先峰告诉记者，三天前，公司
就给大家发了一则通知，大意
是，世界杯要来了，可能将迎来
外卖单量的暴涨，大家要注意调
班注意休息以及注意安全。

这则通知，也掀起了伍先峰
和其他小哥们奋战世界杯的序
幕。伍先峰本就是专门负责夜宵
的配送员，他的工作时间在中午
12点到午夜12点。在以往平时，这
个时间段内小哥们的外送单量大
约在日均30单左右。但是最近的
三天里，这一数字涨到了约45单。

“增长的订单主要集中在晚
上9点到12点之间”，他称，最高
峰时段是10点钟到11点钟。

伍先峰告诉记者，自己最为

忙碌的是15日晚上16日凌晨，也就
是西班牙对战葡萄牙那场比赛的
前后。那一天他主动加班到了凌
晨2点钟，从15日晚上9点至16日凌
晨2点，他一共送出29单外卖。这一
数字比平时同时段增加了一倍。

伍先峰的配送区域在一品
天下附近，他称，近三天自己配
送得最多的几家店分别是何师
烧烤、嘎嘎鸭脑壳等，还有一些
卤菜馆冷淡杯。每次还未至客人
家门，总能听到里面传来足球解
说的声音。

梅西罚失点球后
饿了么订单数上升14.3%

6月14日世界杯揭幕赛当
晚，美团外卖成都夜宵订单较上
周同时段增长23.8%。据美团外
卖成都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只是

开端，接下来随着世界杯的热度
节节攀升，订单量还会更高。

成都人夜宵爱点什么呢？许
多人猜也猜得到，烧烤、小龙虾、
冷淡杯……还有啤酒和炸鸡。

在美团外卖平台搜索销量
靠前的店，爆爆小龙虾首当其
冲，月销量显示为“9999+”。该
店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店
经营主要就以外卖为主。平日里
每日销量三四百单，世界杯开幕
后，平均日销500单左右。

饿了么平台的小龙虾也是火
爆异常。根据该平台提供的数据，
在冰岛与阿根廷的比赛中扳平比
分时，在饿了么上下了夜宵订单
的用户已经超过冰岛全国人口；
C罗打入点球后三分钟内下单量
较前三分钟上升5.7%，而梅西罚
失点球后，订单数上升14.3%；阿
根廷比赛前，饿了么上有4.3万位
球迷用户在小龙虾订单备注栏上
给梅西加油。葡萄牙比赛前给C
罗加油的则有7300位球迷……

啤酒配炸鸡，也是熬夜看球
的热门选择。记者在饿了么平台
搜索关键词“世界杯”，冒出来的
首家店是“轰炸大鸡排”。该店的
月销量达到7658单，还特意推出
了“世界杯尊享套餐”，也就是啤
酒和多样炸鸡等小吃的组合。

店老板陶先生告诉记者，自
己是资深球迷，20号就要前往俄
罗斯去看现场比赛了。而在此之
前，特意为球迷们设计了世界杯
主题的促销。世界杯确实为店里
带来了好生意，他称，平日里在
凌晨12点到凌晨4点时间段内通

常有80单左右的订单，如今则涨
了至少三分之一。

有世界杯的酒吧
岂是一个“火”字能形容

根据饿了么数据显示，成都
球迷6月第1周通过饿了么平台
下单的啤酒就高达24000多罐，
环比增长12.8%！成都吃货最爱
的啤酒品牌分别是雪花啤酒、百
威啤酒、乐堡啤酒、菠萝啤酒、科
罗娜啤酒。

不过，对于许多成都球迷而
言，约三五好友，去酒吧喝酒看
球，才最有感觉。近三天成都许
多酒吧的生意大火。比如新晋网
红店“李不管把把烧（九眼桥
店）”，是烧烤酒吧一体经营。该
店蒋店长告诉记者，平日夜间也
是满客，并有十余桌需要等位。
但近两三天，店门前排队已经排
到了45号，比平时翻了三倍。

更火的酒吧如贰麻酒馆（合
江亭），还特意为世界杯新增加
了几块屏幕，保证客人有球看。
据该酒馆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店
店内可容纳300人左右，原本每
日有100桌左右的取号量，坐满
的同时会有不少排队的客人。但
世界杯开幕后，店内单日取号量
达到了1000桌，等待时间最长的
超过了3个小时……

漫衍酒吧也是“座无虚席”，
该店有关负责人称，店内可容纳
四五百人，但近两天，不仅随时
客满，究竟有多少排位的，“根本
记不清了”。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我们将逐渐把您在飞行过程中可能增加您支
出的部分服务变为选择项，让您享受更高性价比且
更加灵活的定制服务”，6月7日，天津航空发布了关
于取消部分国内航线免费餐食的公告，紧接着6月
11日，天津航空又发布了关于国际境外付费选座产
品的说明。专家认为，将机票和其他服务项进行拆
分有助于航司在市场竞争中以更低的机票价格吸
引消费者，同时也获得了辅助性收入的机会。

公告发出后，记者在天津航空官网上看到，已
有“增值服务”一栏，点击进入便可自助订餐，相较
于传统的飞机餐，天津航空提供的餐食展示更为丰
富，包括台式卤肉饭、鱼香肉丝饭以及清真的咖喱
牛肉饭和宫保鸡丁饭等8种餐食，其售价均为37元。

同时，记者了解到，前排选座、机场优先通道等
服务已成为航司或第三方平台新的盈利点。此前美
亚航旅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卿艳告诉记者，近年来，
机票的平均价格走低，代理商从航空公司拿到的返
点也直线下降，机票带来的收益不能同日而语。

对此，民航资源网资深评论员韩涛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机票市场竞争激烈，面临主
营业务利润的下降，部分航空公司开始尝试改变，
比如原本1000元包含机票、托运及餐食等相关服
务，现在则对非必要的服务做减法”，“航司将机票
和其他服务拆分开后，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航司因此也能以低价机票吸引更多的客户，进而创
造更多附加消费的机会，最终多项服务带来的收
入，可能会高于一张机票带来的利润”。

此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大型航空公司纷纷发
布了清理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公告，业内认为此举是
航司在机票效益下滑的背景下，希望通过把控终
端，进而推销辅助性服务的关键动作。在机票利润
不如意的情况下，挖掘非航收入成为了新的利润增
长点。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近日，家住红星国际小区的郭先生惊奇地发
现，自己楼下多了一个蓝色的“大家伙”：天蓝色的
箱子上画满了卡通图画和垃圾分类小知识，箱体上
还有好几个孔，这是干什么用的？原来，这是锦江区
城管局最新投放的一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箱，不管
是从衣物、书籍，还是过期药品、废旧电池，都可以
根据不同的指示按须投放进这个“蓝胖子”的肚子
里。据悉，目前成都已经在金牛区投放了200多个

“蓝胖子”，按照计划，今年内成华区、锦江区将完成
各300个的投放量。

高颜值的“蓝胖子”
是集成式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箱

昨日下午，记者在红星国际小区院内发现了萌
萌哒的“蓝胖子”。只见它整体造型类似一个大箱
子，最引人注意的是中间有一张圆圆眼睛的“脸”，
上面写着“衣物投放口”字样。在这个投放口附近，
还有四个大小不等的投放口，分别为标识为灯泡、
废旧手机、过期药品、废旧电池投放口。

小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垃圾分类回收箱
是几天前出现在小区内的，因为不太了解其功用，
目前使用的居民还很少。随后，记者辗转联系到了
负责投放这个回收箱的成都闲品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据该公司负责人陈天亮介绍，这是成都市城管
部门和成都闲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集
成式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和以往的垃圾分类回收箱不同，最新投放的
回收箱一体集成了全部的分类投放内容，缩小了分
类回收设备体积，便于选址和市民投放。”陈天亮告
诉记者既要让设备“小身材”，又要让老百姓一眼就
能认出并了解投放规则，“蓝胖子”可谓是两全其
美。居民可以根据“蓝胖子”身上的提示信息将可回
收垃圾、有害垃圾等分类投放。

锦江区、成华区年内
将各投放300个“蓝胖子”

据陈天亮介绍，市民根据小图标提示将各种垃
圾塞进对应的“衣兜里”，工作人员会定期前来清
理，“目前暂定每周一次的回收清理频次，在运行过
程中会根据垃圾投放量调整回收的频次。”陈天亮
告诉记者，回收后的所有垃圾均将进入精细化分拣
中心，分拣出的有毒有害垃圾将会交于城管部门进
行专业的无害化处理，对于可回收物品，将会用于
环保再生处理，以及进行爱心公益活动。

“以前都不知道过期药品和废旧电池该怎么处
理，这下不用犯难了。”在记者采访中，居民刘阿姨
围着“蓝胖子”反复端详，她告诉记者，有了这个垃
圾桶，能很方便快捷地实现垃圾分类。

记者了解到，如果市民家中有大量闲置的衣物
和书籍等，还可以扫描“蓝胖子”二维码，点击进入
预约界面，选择上门回收的时间和地址，最快当天
快递小哥就能上门收你的垃圾。

据悉，目前成都市城管部门已经在金牛区投放
了200多个集成式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箱，几乎覆盖
全区80%的小区，成华区、锦江区的投放工作正在进
行之中，预计年内将分别投放300个集成式生活垃
圾分类回收箱，全域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宝马、奔驰躺枪
日系皆大欢喜

需要明确的是，本次关税
调整绝不仅限于“美系车”，所有
美国进口车，即在美国生产然后
进口到中国的汽车，无论是美
系、德系还是日系品牌，只要车
辆是在美国境内生产的，都在本
次关税调整后的清单内。

根据乘联会统计的数据，
2017年中国共计进口汽车125
万辆，其中美国进口车28万辆，
占比22%，超过其他所有汽车生
产国，排名第一。就美国本土品
牌而言，主要出口到中国的是福
特（包括林肯）、克莱斯勒（包括
Jeep和道奇）和特斯拉。业内人
士估计，美系品牌2017年进口到
中国的汽车，总数应该在10万辆
左右。而德系品牌主要受影响的
是豪华SUV市场。据统计，2017
年中国总计进口宝马187393
辆，其中超过一半都在美国工
厂生产。戴姆勒北美Tuscaloosa
工厂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在
中国市场销售的奔驰R级、
GLS/GLS AMG、 GLE/GLE
Coupe/GLE AMG便产自该工

厂。宝马位于美国南卡州的斯
帕坦堡工厂主要生产宝马的高
端SUV车型，包括X4、X5、X6以
及性能版的X5 M和X6 M。而

日系的丰田、雷克萨斯这两家
车企美国工厂生产的车型均没
有出口到中国市场。所以，此次
关税调整德系品牌“最受伤”。

世界杯的到来不仅点燃
了球迷们的热情，也让好吃
爱耍的成都人坠入“夜生活”
的狂欢。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成都
市民迎接世界杯的诚意。根
据来自天猫的最新数据，天
猫618启动11天，成都市民已
经为世界杯“囤”下：“吃”，火
锅底料8000余包；“看”，投影
仪近2000台；“用”，男士面
膜 7.5万片……

但这只是小意思。看球
怎么能少得了啤酒和烤串
呢！尤其对于以食为天的成
都人而言，有两条路可选：出
门，喝酒看球；在家，点外卖
看球。

于是，14日世界杯开幕
至今，成都各外卖平台的单
量已经有了大幅的上涨，许
多酒吧更是生意火爆异常。

举个例子，根据来自美团
外卖的数据，6月14日世界杯
揭幕赛当晚，成都夜宵订单
（21：00-24：00）较上周同期（6
月7日，上周四）增长23.8%。

再举个例子，为了一边喝
酒一边看球，网红酒吧之一的
贰麻酒馆（合江亭店），近两天
每晚的取号量过千……

7月6日起美进口车关税涨至40%
德国品牌受影响大

车商：现在到7月5日是购买进口车型的黄金期

昨日，财政部发布
一纸公告，公告表示，为
应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加
征25%关税的行为，从7
月6日起，对美国进口的
545项商品加征25%的
关税。首当其冲的就是
美国产的进口车。

不过，昨日公告发
布以后，成都进口车经
销商却是德系品牌的反
应最快，纷纷表示从现
在到7月5日是购买进口
车型的黄金期。

就在今年5月22日，
国家发布进口车关税新
政，宣布从7月1日起，进
口车关税从以前的25%
下调到15%。各大进口
车企纷纷公布了旗下车
型最新官方指导价，均
有不小幅度的降低。可
不过，才降下来的关税，
很快又要上涨了。

美国产进口车的关税税率变化 要买美国产进口车的
可在7月6日前下手

此次的加税对于消费者而言
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呢？目前进口
汽车到岸之后需缴纳如下的税费：
首先是关税，然后是按照排量而定
的消费税，最后是增值税。由于增
值税是在关税的基础之上征收的，
所以最后的综合税率增加将远不
止25%。这是记者整理的7月6日关
税调整前后美国产进口车的一个
综合税率的变化情况（见表格）。

以一辆报关价格为30万元人民
币的2.0L排量车型为例，其加征关税
前的总成本约为46.185万元。而加征
25%关税后，其成本上浮约至51.726
万元，在不考虑购置税的前提下价格
上涨5.54万元，涨幅约12%。

记 者 测 算 了 宝 马 X5、奔 驰
GLE、Jeep牧马人、Jeep大切诺基、英
菲尼迪QX60等几款热销进口车
型，关税上涨后预计的售价涨幅基
本在10%-15%这个区间。对于50万
以上的进口车型，至少10%的价格
上涨无疑会给消费者增加不少的购
车压力，因此，如果你近期准备购买
以上美国产进口车型，应在7月6日
之前下手。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年内新增600个“蓝胖子”
一体集成垃圾分类投放

天津航空
将“免费餐”改为“定制餐”

九眼桥酒吧一条街，球迷在观看世界杯

成都九眼桥酒吧街上送外卖的小哥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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