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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绵高速公路初步设计
获交通运输部批复

昨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网站获
悉，G8513线九寨沟县（川甘界）至绵
阳段高速公路初步设计获得交通运输
部批复（交公路函〔2017〕331号）。项目
路线起于九寨沟县郭元乡青龙桥（甘
川界），止于绵阳市游仙区张家坪，全
长244.894公里，采用设计速度80公
里/小时、路基宽度25.5米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九绵高速建成后，
绵阳到九寨沟将缩短至3小时车程。

据了解，该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
划》银川-昆明（G85）公路联络线平
凉-绵阳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
四川省北部绵阳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境内，在国家和区域公路网中居
重要地位。

据四川绵九高速公路公司消息，初
步设计批复对九绵高速项目具有里程
碑意义，它标志着九绵高速的前期建设
工作具备了充分的开展条件。初步设计
批复后，绵九公司将按照2017年度工作
任务目标开展项目前期征迁、施工图设
计与全线招标工作，确保项目能按计划
如期动工。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九环线黄土梁隧道开通
绵阳至九寨沟节省半小时车程

9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平武交警获
悉，九环线黄土梁隧道及引道工程已
完工并试通行。据了解，该工程全长35
公里，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通车后，
绵阳到九寨沟将节省半小时车程，同
时避开了原路每年大部分时间的冰雪
路段，极大地提高道路抗灾、通行能力
和行车安全。

据了解，黄土梁隧道是九环线提
升改造工程项目之一，全长4895米，按
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
小时，隧道净空按9米×5米的标准设
计。同时，隧道工程还设立了副洞，作
为交通事故后的便道。

平武交警大队民警介绍，黄土梁
海拔3000余米，位于绵阳市平武县和
阿坝州九寨沟县交界处，每年降雪期
很长，冬季和春季积雪冰冻，严重制约
该路段通行能力，冰冻、雪冻灾害致使
该路段每年有长达5个月的断道。黄土
梁隧道通车后，大大提高了平武至九
寨沟的通行能力，行车时间将减少半
小时。

据介绍，九环线黄土梁隧道及引
道工程通行路线从平武县白马藏族乡
旧寨门始，止于阿坝州九寨沟县勿角
林场，途经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扒昔加、
详述加等几个旅游村寨，将有力促进
当地旅游发展，带动沿线白马藏族群
众脱贫致富。

此外，黄土梁隧道通车后，车辆不
再绕行山顶，将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
大熊猫的影响，改善当地野生大熊猫
的栖息地环境。

李军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从活动评审流程技术分析，
“整体来说相当不错。”大展（赛）
运用电子化信息化的电子计票
器，相较人工计票更加准确。在确
保比赛准确率的同时，也提高了
效率，使得评审时长大大缩短。

“不仅如此，评奖环节的设置也相
当细致。总共通过四个环节进行，
即演示、初评、交叉复评、终评，每
一个环节都设置了具体要求。除
此之外，每个评委都会领到相关
的评分细则，每个大众监委也都
会收到《监委守则》等，确保比赛
公平、公正、公开。终评部分我们
将分两个环节进行，最后一个环
节是通过打分的方式来统计排
名，中国书法家协会在2015年举
办全国十一届书法篆刻展时也
采取了这种方式。给每件作品打
分后，由高到低选出一、二、三等
奖。”杨家伟介绍，这种方式比较
适合此次评审，相对于重复一轮
又一轮的投票，既避免了繁琐流
程，又节省了评审时间。

杨家伟也提到，本次评审规
模大、级别高、专业程度高，但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评审流程
设计比较细致”。

“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今日开评

首日6500件作品角逐500强
网络直播8点半开始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
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作为成都
诗词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
过一场全国性的书法活动，利用书
法这一优秀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展
览的呈现和互联网的广泛传播表
达对成都的热爱；同时通过书法大
展的影响力普及传统诗词和书法
艺术，让传统文化再次深入普通百
姓之中，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奖项设置上，拿出现金大奖给
予“书写最美成都诗词”的优胜者：

一等奖3名
各奖人民币20000元

二等奖6名
各奖人民币10000元

三等奖9名
各奖人民币5000元

优秀奖20名
各奖人民币2000元

本次将评出获奖、入展作品共
计200件，获奖、入展作者分别获得
上述奖金和获奖证书、入展证书，并
赠送本届展览作品集一本。此外，凡
四川籍非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入
展，可作为一次入会条件，获奖者可
申请加入四川省书法家协会。

本次大展将于2017年6月在成都
市博物馆举办，届时将邀请获奖和入
展作者参加颁奖暨展览开幕式。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冯傅祎

一等奖
2万元
获奖者将参加
书法大展开幕式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今日开始评审，首日将进行初评预审、
评审、交叉复查三项繁重评审工作。近6500件来自各地的有效投稿作品将一口气选出500件左右
进入终评环节。根据成都商报记者目前拿到的《评审工作指南》，在12个小时的超长首日评审过程
中，评审们的工作强度相当于每分钟要审看90件作品。

同时，为了确保评审工作的顺利高效和公正透明，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将开通网络直播全面直
击本次评审大会，这也是此类全国书法大展首次对公众和艺术界进行网络直播，开全国先河。记
者从直播团队了解到，今日8：30~10：30，将先期进行阶段性直播，内容包括：直击初评预审预备
会，介绍评选具体规则，直播初评过程，向网友展示参赛作品。

直播观看方式：评选开始
后，观众和成都商报用户可通
过新浪微博进入成都商报官
方微博，观看直播内容；也可
以下载直播平台APP“一直
播”，在APP内输入搜索“成都
商报”，观看直播。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专访
了来自北京负责本次大展
（赛）评审组织和技术指导的
专家杨家伟。“本次‘历代名人
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是配
合成都诗词大会进行的，作为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四川省
书协的领导非常支持，投入了
大量精力准备这次活动，相对
来说，比赛前期准备比较充
分。从征稿数量上来看，收到
的作品达到了6500件，规模十
分可观，这和很多国家级的比
赛相差无几。”杨家伟提到，从
参与度来看，来自全国各地的
书法爱好者都积极参与，还收
到了不少美国、韩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同
时，工作人员的服务准备也十
分到位、规范，为活动成功举
办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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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新兴的“扫码打
赏”，不少顾客并不买账，对此制度所持
看法也各有不同。“我是碍于情面才打
赏，心不甘情不愿。”市民刘女士告诉记
者，在就餐结束后，听到服务员说如果服
务得好可以打赏，她看了看打赏牌，咨询
了一番后，拿出手机给服务员打赏。但并
非出于自愿，是觉得朋友在面前不好意
思拒绝。虽然钱不多，但刘女士觉得餐费
中是包含了服务费的，为什么要给“小

费”，国内也没有给“小费”的习惯。
市民吕先生第一次到黄记煌吃饭，

看到店里有打赏十分好奇。他告诉记者，
如果服务得非常好，他十分愿意打赏。海
底捞常客李小姐也表示，如果服务好的
话，愿意给服务员打赏，毕竟也就3.99元。

在海底捞火锅店，来过几次的李先生
则表示，海底捞的价格本来就高于一般火
锅店，多出来的费用实际上就是给服务态
度的，自己不会再额外给服务员打赏。

看的人多
给的人少

成都餐厅兴起
扫服务员胸口二维码支付“小费”的机制

扫码打赏

在成都市美食文化促进会会长张蛟
看来，打赏实质就是支付小费，无论是通
过二维码打赏或支付现金，都是对服务
人员额外的超出预期值的服务另外支付
的费用。不过，作为新兴事物，打赏机制
仍具有一定的好处，能调动服务员的积
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增加其收入。

不过，目前国内小费文化不成熟，
消费者也没有形成给小费的习惯，打赏

机制可以作为提高服务人员素质的补
充手段。但还需要观察，一旦走偏了，会
适得其反，比如出现消费者不认同，碍
于情面打赏，或者索要打赏费，会引发
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损害商家品牌形
象。因此，餐厅也不能随意模仿使用该
机制，除非把服务单独列出来作为增值
项目，这些额外的增量服务能够让消费
者自愿买单。

如果顾客对店内服务质量感到满
意，就可以用手机扫一扫服务员胸口
的二维码，支付一笔“小费”，金额多为
3~5元，也可以更多。近期，成都不少
连锁餐饮品牌兴起了“扫码打赏”机
制，火锅店、中餐厅、烧烤店都有出现。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对此新
鲜事物，消费者的态度不一，而商家则
希望通过“扫码打赏”的方式，刺激员
工提高服务质量。

据了解，目前四川地区海
底捞、大龙燚、黄记煌等多家连
锁餐饮品牌已在使用“扫码打
赏”机制。5月9日中午，成都商
报记者分别来到上述三家连锁
店实地体验。

中午12点，大龙燚火锅红
星店，客人开始陆陆续续入座。
记者注意到，店内每名员工的
左边胸口前都挂着一块二维码
标牌，上面写着“如果对我们的
服务满意请您打赏”的提示语，
并附有二维码及服务员的名
字，打赏的费用则为3.69元。大
约半小时后，一桌客人就餐结
束准备离开，服务员走到餐桌
前结账，待结清账后，对顾客说
了一句：“我是16号服务员，如
果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您打
赏。”随后，顾客拿出手机扫了
一下二维码，支付了3.69元。

不过，这样的“扫码打赏”
几率并不高。下午2点半记者离
开时，现场7桌客人，仅一桌进

行了打赏服务。
另一边的海底捞火锅阳

光兴业分店，客人较多，保守
估计超过30桌，部分服务员的
身上挂有微信打赏二维码，二
维码下方写着3.99元。记者当
时所坐的区域约有10桌，观察
了两小时，无一位客人打赏服
务员。当记者结账时表示想要
对服务员进行打赏，该名服务
员说自己的二维码牌子坏了，
无需打赏。

最后来到黄记煌三汁焖
锅阳光兴业分店，来往的服务
员左胸上均别着一个带二维
码的牌子，二维码下方写着
3.99元。据该分店主管张先生
介绍，通过二维码打赏服务员
的形式是从去年8月开始的，
由总公司统一安排，各分店负
责执行。“平时该分店大概有
20~30桌客人，周末能达到50
桌，算下来大概有1/8的客人
会对服务员打赏。”

记者试着扫码打赏二维码，立刻显
示出员工姓名及打赏费用，不过打赏费
用旁边备注了修改一栏，服务员告诉记
者，顾客可根据意愿，少则1块，多则几十
块。打赏费最终进入员工账户，可提取。

黄记煌三汁焖锅阳光兴业分店服务
员吕德秀告诉记者，打赏完全出于顾客
自愿，当客人吃完后，服务员会将打赏功
能告知，有的客人愿意打赏，有的则会委
婉拒绝，还有的客人认为其到店吃饭就
应该享受优质服务，不需要支付额外的
打赏费用。“工作日平均每天能得到5次
打赏，周末生意好的时候打赏的客人能
超过10个。”吕德秀说，通过这种打赏机
制，每个月的收入能提高500元左右。“收

入高了，工作积极性当然也更高了。”
大龙燚火锅红星店的服务员刘家琴

是店内获得打赏最多的店员，10个月获
得2000多元的“小费”。不过在她看来，有
没有小费都不会影响服务质量，“我会做
好自己份内的事，为顾客提供服务。”

据打赏平台众赏公司市场总监董雪
健透露，2016年春节后打赏平台推出，目
前已与全国300多家商户6000多家门店合
作。“通过打赏机制可以提升服务员收入，
给顾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协助管理层
降低管理难度。”从数据来看，2016年12
月，广州一家餐饮店的服务员做到了月入
赏金6000多元。通常来说，使用平台的服
务员月收入平均能够增加三四百元。

记者
调查

“我们设置打赏的原则是顾客自
愿，初衷是激发奖励员工更好地去为顾
客服务。”成都大龙燚火锅品牌总监任
先生告诉记者，打赏在北上广的餐厅很
普遍，不等同于索取小费。打赏确切地
说是一种“管理体系”，倒逼企业管理的
体系设置。

2015年11月，大龙燚率先在成都门
店推出打赏机制，利用打赏数据来监控
整体服务水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根
据餐厅的产品及人员机构等多维度考

量。3.69元的打赏费除了给员工外，还会
分给店长0.5元、经理0.5元，形成共同监
督促进。但扫码打赏实施一年多，效果不
是特别好，因为成都消费者对其认同度
很低。

记者又联系到海底捞火锅北京总公
司，公司员工杨小姐表示，“海底捞开展
这个打赏机制超过一年，抱着学习的态
度尝试了一下，可是后来发现意义不大，
就没有推广，但也没有取消。”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岳依桐

打赏率低
7桌仅1桌打赏

业 / 内 / 观 / 点

国内小费文化不成熟 不应随意使用该机制

服务员
打赏平均月入三四百
曾有人月入六千多元

给不给看法不一
有的碍于情面打赏

消费者

打赏是一种“管理体系”
激励员工更好服务

商家

成都大龙燚火锅红星店，顾客正在给服务员打赏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工作人员正在将参赛作品进行筛选并分批整理，用手抚平作品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工作人员正在将参赛的作品进行筛选并分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