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搬运分拣包裹
这就是学生实训？
学生不满质疑 物流公司和学校回应不一
对此，律师称实训时间和报酬要按规定执行

学生不满：
企业实训就是双十一分拣包裹？

尽管实训结束已经过去了半个
多月，但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
专业的学生小陈（化名）仍然觉得委
屈。今年“双十一”前后，学院要求150
多名专业同学到物流企业全职实训，
并计入学分。除了“双十一”前后3天
有补贴外，其余时间没有工资。但小
陈和同学们打听得知，其他学校同样
实训的同学每天有50元工资。

“10月24日到11月5日是在龙泉
驿的百世快递，11月7日到17日是在
航空港的百世供应链。”小陈告诉记
者，实训的工作内容和正式员工没
有分别，就是将大件的快递包裹用
推车运到指定地点，按照不同的目
的地进行分拣、扫描。在百世快递期
间，白班时间每天8点到18点，中班
13点半到23点半，吃饭休息时间不
超过1个小时。在百世供应链期间，
每天的上班时间是9点到18点，但

“双十一”前后4天，都是早上8点上

班，最晚的一天是23点下班。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物流专业大

一的学生小张（化名）也遇到了相似
的情况，同校学生是每天50元工资，
但其他学校是每小时11元时薪。11月
7日到12日，小张和部分同学在眉山
一物流基地实训6天，但更多同学是
10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

据了解，“双十一”期间，在数
个物流基地实训的学校，包括德阳
工程学院、华西现代职业技术学
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且
不仅是物流专业。

物流企业：
为学生搭建专业实训平台

同样都是实训，为什么有的没有
工资，有的则是日薪50元或时薪11
元？小张说，“我们也问过，老师说是
因为我们需要专业实训，人数又多，
有校企合作的物流企业愿意接受我
们都算幸运了，所以没有工资。”

11月29日，记者前往百世供应链，

一位负责人事的工作人员吕先生证
实，确有学生到中心实训。这是根据学
校和企业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为学生
安排的专业实训。对于薪酬，吕先生告
诉记者，所有实训学生日薪均按照正
式员工薪酬的80%支付，每天业绩突
出的团队还会有现金奖励。但对于具
体薪酬，吕先生表示不清楚。同时，吕
先生说，实训学生的工作时间为9点
到18点，不存在夜班的情况。至于为
什么每年均是“双十一”期间实训，吕
先生称，这是根据双方的需求。

11月29日，在位于眉山的这处
物流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并非
物流中心的校企合作单位，学生是
成都世诚劳务公司（以下简称世诚
公司）组织过来的。随后，成都商报
记者与世诚公司相关负责人金明涛
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世诚公司和四
川科技职业学院为校企合作单位，

“双十一”期间，通过世诚公司前往
该物流中心的只有四川科技职业学
院，前往实习的学生均为物流专业，

实习的内容是和物流相关的内容。
但对于具体的人数和报酬，金

明涛称自己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
的是，“我们不但要帮助安排校企合
作单位的实习，还要帮助安排就业
等，在今年‘双十一’的安排里，我们
没有一分钱利润。”

校方回应：
实训有部分补贴，还未到账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与房地产
管理学院院长钟林证实了该院学生确
实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的实训。“只有
11月11日、12日、13日是有补贴的，一共
580多元。”钟林表示，考虑到“双十一”
期间业务繁重，物流公司对学生有补
贴，为了保护学生利益，实训补贴通过
银行对公业务打到学校账号，再由学
校发到学生的银行账户。

11月29日、12月2日，记者多次联
系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包国容，
对方表示会安排人给予答复，但截至
记者发稿时，仍未收到回复。

61岁父亲难照顾1岁女儿
政府帮扶 爱心人士愿捐助

年过六旬生下女儿，对资阳市雁江
区南津镇61岁的胡志飞来说，本是一件
很高兴的事。然而，盲人妻子在女儿出
生6个月后因病去世，如今女儿1岁多
了，不会坐立也不会说话，甚至出现双
脚长短不一等状况。在村里人看来，小
女孩出现这些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胡志飞终日忙着上山种地，将女儿独自
关在家中，对女儿的照料不够。

胡志飞向记者说起了他的家庭情
况。他已年满61岁，女儿目前1岁零1个
多月大，胡志飞说，他和妻子是经媒人
介绍结婚的，妻子是盲人。如今，胡志飞
一人起早摸黑种了六七亩地，终日独
处家中的小女孩难以得到细心照料。

12月1日，南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相关部门此前已将胡志飞纳入低
保对象，并通过危房改造补助帮其重建
了房屋，民政部门也会在平时对其进行
临时救助。“因小女孩不属于孤儿，不具
备进入儿童福利院的条件，政府也在尽
最大努力给予相应帮扶。”目前，已有爱
心人士愿意资助胡志飞女儿一些基本
生活物品。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山体垮塌设置禁行标识
荣县一村支书意外身亡

11月25日，荣县铁厂镇山王村9组
村道旁的一处山体发生局部垮塌，导
致道路受阻。因担心再次垮塌引发人
员伤亡和财物受损等意外事故发生，
11月26日早上7时许，山王村村支书邹
德才赶到事发现场，在道路前后设置
禁行标识。就在其设置标识的过程中，
意外发生——山体再次出现局部垮
塌，坠落的碎石将邹德才打倒在地，后
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去世。

邹德才的妻子吴群英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当天一早，丈夫搜出家里的A4
纸，逐一写上“道路危险 禁止通行”八
个大字，然后骑上摩托车出了门。前一
天晚上9时左右，邹德才已经睡下，还打
电话与人交流了山体垮塌和设置禁行
标识的事情。11月29日，邹德才出殡当
天，全村300多名村民自发赶到邹家，送
他最后一程。直到现在，垮塌现场的树
枝上还挂着邹德才写的禁行标识。

成都商报记者从荣县铁厂镇政府
了解到，经确认，邹德才系履行工作职
责过程中意外身亡，后续相关工作正
在进行中。而因事发山体仍存在垮塌
可能，现已将道路完全封闭。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自贡新闻热线：18064900068

11月下旬，多名网
友爆料称，成都部分高校
在今年“双十一”期间，安
排学生到快递、物流公
司进行实训。实训内容
就是重复搬运和分拣包
裹。此举引来学生不满
和质疑：这到底是实训，
还是把学生当成了廉价
劳动力？

成都商报记者多方
了解证实，包括成都职业
技术学院、四川科技职业
学院等多个高校学生确
实在今年“双十一”期间
到物流企业实训，工资从
日薪50元到时薪11元不
等，也有部分学生表示仅

“双十一”前后三天有补
贴，其余时段没有工资。
对此，物流企业、学校负
责人解释不一。

律师表示，学校安排
学生到企业实训实习并
不违反规定，但对于实训
的工作时间、报酬支付，
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律师分析
实训符合规定
但要按规定执行
报酬原则上不低于相同岗位试用
期工资标准的80%

四川蓉信律师事务所陈小虎
及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均
表示，根据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
门发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
规定》（教职成〔2016〕3号，学校安
排学生到企业实训实习是符合管
理规定的。但是，对于实训工作的
时间、报酬支付有严格规定。

陈小虎介绍说，职业学校安排实
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
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其次，除
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报
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外，学
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
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
规定，也就是说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
时、一周不超过五天的规定，超过应算
加班；同时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
日实习以及安排加班及上夜班。接收
学生顶岗实习的实习单位，应参考本
单位相同岗位的报酬标准和顶岗实习
学生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等
因素，合理确定顶岗实习报酬，原则
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
资标准的80%，并按照实习协议约定，
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刘秀表示，学生培养应该是以学
校教育为主，对于顶岗实习实训应该
适度，合理分配。学生在实训中，应当
注意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实习是否
能达到学习目的，企业是否支付合理
报酬，是否经常加班成为廉价劳动
力，应该及时与学校沟通，沟通不畅
的情况下，可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蒋麟
受访者供图

有学生被安排在“双十一”期间到物流企业实训，搬运分拣包裹

要闻04
2016年12月5日
星期一

责编 平静 邓正彤 美编 张庆 陈亦乐 校对 诗雯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在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3个
组团各具特色又有机结合，构成了集
居家养老、医疗保障、健康管理、旅游
度假为一体新型养老模式。

医养组团

组团内包含一座在建中的按国家
二甲综合医院标准建设的、以老年专
病医疗、康复为特色的医院，一个健康
体检中心和一个抗衰老生命科学研究
院士工作站。通过解放军总医院健康
管理研究院开设在颐养中心的远程健
康咨询平台，提供远程专科咨询、病理
会诊、远程影像、心电和医疗直通渠
道，入住老人足不出中心便可享受到
中国一流医疗健康服务。通过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开设在中心的网络医疗大
数据平台，尽享全国数百家一流医疗
机构各类专科病症和疑难杂症的远程
咨询和医疗服务。以解放军总医院健
康管理研究院为业务支撑的健康体检
中心，为老人提供接轨国际标准的健
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服务。设立于此的
付小兵院士抗衰老生命科学研究应用
院士工作站，将以权威健康科研资源，
不断为银发人群提供世界前沿抗衰老

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服务。

颐养组团

由家庭式颐养照护中心、高端湖
景颐养别院构成。借鉴国外先进的养
老管理模式，充分考虑长者生活及精
神需求，各位长者亲情互助，各展所
长，形成邻里式守望相助的家庭式生
活环境，并由专属的专业护理管家团
队，进行家庭式、菜单式关怀护理。

颐养大楼拥有健身房、室内恒温
游泳池、颐养照护淋浴室等专属配
套。每楼层设立多个家庭式颐养院
落，楼内还设立会客厅、中西餐厅、理
发店、精品超市、棋牌娱乐、小型影
院、网络娱乐等活动功能区。

8-10人的和谐大家庭环境，让入
住者既独享居住空间，又共享院落配
套。滨湖高端颐养院落，沿寿字湖的
独栋、叠拼高端颐养别墅，配以专属
管家，提供菜单式专业照护服务。中
心建有健康档案区域和医疗信息平
台，通过相应的终端设备进行体征信
息的实时跟踪与监控；利用先进有效
的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务人
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

全面放开养老市场背景下，成都养老产业再出新模式

西南罕有！
三养结合下的医养结合示范基地落户成都

当我们老了，会选
择与儿女同住，还是自
己独居，还是找个山清
水秀的地方“群居”？

这不仅是我们在未
来对生活态度的思考，
也是国家顶层设计一直
在探索的领域。

11月29日，国家发
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
长郝福庆明确指出，要
全面放开养老市场，让
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养
老服务业，通过公平竞
争提升质量，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
需求。

也就是在同一天，
由地方政府主导，以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和解放
军总医院健康管理研究
院作业务和技术支撑，
成都市圣沅乐康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巨资兴
建的中国青城国际颐养
中心在青城山麓凤栖山
5A旅游风景核心区，有
“最美古镇”之称的千年
古镇崇州市街子镇正式
亮相。这个被誉为西南
罕有的医养结合的示范
基地，究竟与传统的养
老产业有何不同？

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
达2.22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6.1%。据预
测，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
到峰值，超过4亿。与巨大养老市场相呼
应的是，中国的家庭观念发生改变，子
女不与老人共住，却也不想离老人太
远。因此，一个既有专业团队照看又能
独立居住还能方便子女经常探视的老
人住宅区成为理想的养老之地。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距成都市中
心50公里，距双流国际机场40公里，现有
川西旅游环线及两条高速公路连接，第
二绕城高速有专门出口连接到街子镇的

快速通道，规划建设中的成都第三绕城
高速与中心相邻，连接市区的城际快铁
正在规划建设中，交通出行极为便利。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所在的街
子古镇气候温润，年平均气温16.8℃，年
日照1163小时，全年无霜期近300天，冬
暖夏凉；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
含量高达25000~28000个，达91%；这里
具有深厚而优秀的西蜀文化积淀，儒、
释、道三教兴盛千年、和谐交融。完美的
自然气候和人文环境，凝成益神养寿的
自然之气，因此素有长寿之乡美誉，引
来数十万长者常年在此颐养身心。

老龄化社会催生的“银发经济”促使民
办企业纷纷掘金养老地产项目。医养结合成
养老地产企业关注热点，医养结合更是成为
讨论的热点。如何将医疗服务与养老地产相
结合，是企业亟需破解的关键问题，也是养
老地产企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占地1000余
亩。按照中国工程院付小兵院士提出的

“医养”、“颐养”、“怡养”三养结合的智
慧·大健康理念，中心由医养区——“高
端健康管理示范基地”，颐养区——“高
端颐养照护示范基地”，怡养区——“高
端居家养老示范基地”三大示范基地组
成，共有800余个高端颐养单元、120张老

年专病医养床位、200余栋高端颐养别院
和6000套高端全龄适老公寓，可为12000
余名长者提供健康快乐的颐养生活。中
心还设有1个院士工作站和由中国老年
医学学会六大分会指派一流专家领衔的
二甲综合医院老年病专科门诊。

中心倡导活力、健康、快乐三大颐养
核心思想和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五位一体的养老
理念，创造“医养、颐养、怡养”三养结合
的颐养方式，建立以数字化信息平台、创
新发展医养结合的老年健康服务和老年
健康管理模式，是集现代养生、养老、养
心和健康文化为一体的示范基地。

长寿之乡：环境优越交通便捷

医养结合：成为未来养老新模式

三大组团：构建新型养老模式

项目地址：
中国 青城 街子古镇
咨询电话：
028-82187666
028-82187888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概念规划图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启幕仪式 项目受到各界人士热烈追捧

怡养组团

由西区高端养老别院和东区
全龄适老居住区构成，营造独具特
色的养生文化。

入住全龄社区，全家都可享
受家庭智能健康档案建立、定期
回访及追踪、运动营养建议；享受
颐养中心配套的医院、体检中心
等资源VIP待遇；享受优先诊疗、
康养讲座和上门诊疗等专属健康
服务。通过智能手表、智能床、心
率带、智能输液装置、智能药箱、
智能手环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
您的健康状态，并通过物联云、云
病历、大数据整合和云端网关等
形式，和中心远程健康医疗咨询
平台对接，实现远程实施诊疗、远
程回访、实时咨询等健康服务，让
您和家人时刻了解健康状态，制
定极佳健康方案，24小时健康幸
福随行。

中心建有总建筑面积约3.8
万平米的全天候老年颐养生活基
地。这里有室内四季花园、星级酒
店，会议中心、老年大学、运动健
身中心、养生SPA会，颐养区餐
饮、超市、咖啡茶馆、银行、高端小
学及幼儿园、快递等服务设施一
应俱全。

中心还建有200亩生态温泉湿
地公园及主题滨河公园、5公里山间
步道、生态种植园区、无饲料鱼塘、
跑山猪饲养基地、私人农场等一体
化生态农业产业链。为满足长者颐
养的生活便利，中心特别建立了滨
水休闲商业区，风情商业街区、社区
特色商业服务中心和集中式购物
广场，集主题街区、精品超市、餐饮
娱乐、现代化农贸市场于一域。

目前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
实行实名制会员体系，入住中心
任何组团即可成为凤凰卡尊贵会
员，根据您的需要和私人定制需
求，享受直系亲属智能健康档案
建立、定期回访及追踪、运动营养
建议、颐养中心配套的医院、体检
中心、国内一流医院等VIP待遇、
优先诊疗、康养类讲座和上门诊
疗等专属健康服务为您提供生
活、医疗等专属保障。 （骆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