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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是一种市场竞争

一个严肃的

选择

14日中午，计算机学院大三
学生鲁子晨（化名）第二次订校园
外卖，总共花了七块多。周一到周
五有课时，他基本上都在食堂吃，

“周末实在不想动了就订，比如今
天。”鲁子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以前也点过校外的外卖，但普遍

比较贵，至少要十几块钱，学校的
只需要几块钱。

他和室友的饮食习惯是，大部
分时间自己去食堂吃，实在犯懒了
就订一下，而现在订餐首选学校的，
比较便宜，送餐速度快，有一些特别
想吃的才在校外订，或者等到商家

搞活动的时候，比如送饭票、减价搞
推广时。

大一的时候，鲁子晨有一次点
外卖，花了二十多块钱，“感觉太贵
了，在外边吃一顿能在学校吃三
顿。”当时他就想，学校食堂能不能
送外卖？现在真的实现了。

校内订餐可以送货上门，这也
是吸引他的重要原因。鲁子晨说，外
边的外卖只能送到楼下，他再下去
拿，一旦选择了订外卖，上下楼跑一
趟也嫌多，直接上门就方便了。

临近毕业，电气学院大四学生
陈新（化名）很少待在学校。几天前
他从郑州实习回来，听说学校食堂
也可以订外卖，马上尝试了一份。

“还是挺好，不过要配送费和

环保费。”陈新说，现在外边很多
外卖都不加配送费，旁边一名室
友接过话茬：“都给你加到饭钱里
了。”陈新觉得在理，校内的仍然
更便宜。

吃饭从拥挤到变得相对轻松，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刘洋介
绍，大一大二时课程很多，每天上午
放学都赶上高峰期，食堂特别拥挤。

“对学生来说，你今天在哪儿上
课，基本上就决定了会在哪儿吃

饭。”他们的课程大部分在第三教学
楼，靠近学士餐厅，中午排队是免不
了的。到了大三大四，课程逐渐减
少，吃饭时间灵活许多，情况才变好
一些。

平日里，他喜欢自己存一些吃

的，应付排队难问题。
“主观意图很简单，就是我不想

动，我想吃。”刘洋觉得，外卖的出发
点都一样，只不过供货商从校外变
成校内，校内的还有一些优点，比如
安全、实惠。

食堂也可以点外卖，一元送餐到
寝室，配送员都是本校学生。近日，河
南理工大学校内送餐服务引发关注。

在学校内部也点外卖？有网友评
论，这会让学生变懒。记者走访了解到，
学生点外卖的原因不尽相同，他们有的
是因为食堂排队人数太多，提前点餐节
省时间；有的想先回宿舍干点其他事
情；也有的坦言“不想动”，图个方便。

“现在各种校外的订餐平台也很
多，质量不好把控，所以不如学校自己
做，堵不如疏。”河南理工大学后勤管
理处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晶告
诉红星新闻记者，学校在探索“互联
网+”形势下的智慧后勤建设，自去年
9月开始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沟通探
讨，尝试培育校园餐饮新型业态模式，
今年3月18日微信订餐正式上线。

王晶介绍，目前学校有400多名学
生参与了送餐工作，送餐费会直接给
他们，一份一块钱，这样既方便学生就
餐，又能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创造校内
实践机会。

送餐学生
一天的饭钱肯定可以挣到

4月12日，中午十二点，下课时间
到了。河南理工大学南校区第三教学
楼门口，学生们鱼贯而出。两层的餐厅
很快被人群占满，每层有12个窗口，一
些窗口前排起长队。

每张餐桌上都放着一个牌，一面
写着：“校内美食，直达寝室，快到飞
起！”另一面有二维码和操作示意图，
这就是网上订餐系统。

就餐学生中，一些身穿黄色马褂
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有的钻进人
群，挤到里面，从各个窗口把打包好的
饭菜取出来，放到分餐点；有的根据送
餐宿舍楼的不同，把外卖分堆放好；还
有的拎起外卖，快步走出食堂，在箱里
放好，骑上送餐自行车立马出发。

这些“外卖小哥”，就是河南理工
大学送餐的学生，他们全都是本校的。

吕相宇也参与了送餐，他是该校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二学生。“在
寝室也是无聊，还不如靠自己挣点
钱。”吕相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送一
份外卖可以得到一块钱配送费，有人
跑得多的一天可以送几十份，他一般
可以送二三十份，“一天的饭钱肯定
可以挣到。”

中午一点多，吕相宇回到学士餐
厅，跟其他送餐的同学一起吃饭。送餐
的同学每人能拿到一张餐券，凭券抵
扣两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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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生在网上订餐比较多，大学
又是开放式的，不可能挡着不让订。”

“我们的初衷一是方便学生，保证食
品安全，二是可以给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
位，参与社会实践，让他们得到锻炼。”

堵
不
如
疏

学校说，
学生点外卖的原因不尽相同，他们有

的是因为食堂排队人数太多，提前点餐节省
时间；有的想先回宿舍干点其他事情；也有
的坦言“不想动”，图个方便。而送餐的同学
每人还能拿到一张餐券，凭券抵扣两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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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说，

“他们选择了一种
更高效的就餐方式”

学生骑着自行车，穿上“黄马褂”送餐

一个认真的

实践

“我们去年9月就在外边考
察，寻找合作方。”河南理工大学
后勤管理处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副
主任王晶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现
在学生在网上订餐比较多，大学
又是开放式的，不可能挡着不让
订，而校外的饭菜食品安全无法
保证，堵不如疏，所以学校索性自
己来做送餐平台。

王晶介绍，学校与上海一家互
联网公司合作，推出网上订餐服务，
3月18日正式上线。目前，已上线了
校内学苑、学士、学子3个食堂，涵盖
这3个食堂共计1100余菜品。

目前，线上订餐数量每天总
共在一千单左右，包括午餐和晚
餐，早餐暂时还没上线。总共有
400余名学生参与送餐工作，要想
报名成为送餐员，必须是本校学
生，通过面试筛选。

“我们的初衷一是方便学生，
保证食品安全，二是可以给学生
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参与社会实
践，让他们得到锻炼。”王晶表示，
全校有学生3万多人，目前共4个
食堂，每天就餐高峰期，线上订餐
平台可以缓解就餐压力。

学校后勤：
与公司合作 上线上千菜品

企业运营：
一旦有投诉，会登门道歉

姜兴冯是企业方面派驻学校
的负责人，他认为，学生选择订
餐，可以节省时间做另外的事情，

“他们是选择了一种更加高效的
就餐方式。”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现在
能够送餐的学生有400多人，每
天他会把链接发到群里，有时间
和意愿参与的同学，可以通过链
接报名。

也会有人在后台投诉，一般
是送餐太慢、送错了之类的问题。
姜兴冯介绍，一旦有投诉，他们会
登门道歉，通过赠送饮料等方式
进行补偿。

红星新闻记者 王俊峰

责编 孙晨钟 实习生 廖庆丰 美编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 07
2018年4月23日

星期一

中印高层交往
引领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经中印双方商定，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将于4月
27日至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非正式会晤。

这将是自2017年9月厦门会
晤后，两位领导人的再度会面。习
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非正式会
晤的轻松气氛中进行战略沟通，
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进行政治引
领，有助于增进中印政治互信，扩
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
共同发展。

中印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
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毗邻而
居，友好交往数千年，古有往来互
鉴之史实，今有共同发展之期盼。
两国领导人近年来在多边和双边
场合频繁会面，就发展中印关系
达成广泛共识，对两国关系发展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引领和推
动作用。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更
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明确了
中印关系发展的长远目标，双边
关系在坚持这一定位的基础上取
得长足发展。

2017年，中印关系因边界问
题经历了困难和考验。此事最终
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使两国
关系重回健康发展正轨，更加凸
显了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
信、管控矛盾分歧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同时也再次说明，和平相
处、合作共赢是中印两国唯一正
确的选择。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习近平
主席曾表示，中印用一个声音说
话，全世界都会倾听。莫迪总理曾
提出，应该以“从英寸到英里”的
精神推动印中关系向前发展。

无论从双边、地区还是全球
层面看，中印都应是长久的战略
合作伙伴，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
力大，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
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
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切实将这
些重要判断落到实处，形成更广
泛的共识，变成更具体的举措，不
断扩大双边关系的积极面，不断
积累两国交往的正能量。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
杂深刻变化。作为多极化进程中
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龙”与“印
度象”着眼长远，并肩而行，不仅
可以为各自国家发展提供助力，
让两国26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且可以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中印友好、龙象共舞乃亚洲
之幸、世界之福。相信在两国领导
人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有足够的
智慧和能力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用信任代替猜忌，以对话管控分
歧，靠合作开创未来。两大文明交
融互鉴将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两
大市场优势互补将释放新的发展
潜能，两大邻国互利合作将开创
新的共赢格局。 据新华社

年保玉则等
青海三大景区暂停营业

近日有消息称，位于青海省
的年保玉则景区已经关闭，一时
间引发大量关注。年保玉则景区
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
县，因风景优美被称为“天神的
后花园”，曾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往观光或徒步旅行。

近日，记者从年保玉则景区
保护管理局了解到，目前景区因
环保问题暂时停止对外开放，正
在做统一规划，开放时间还未确
定。此外，青海湖鸟岛景区和沙
岛景区在今年旅游旺季时也将
停止对外营业。

记者了解到，年保玉则包括
仙女湖、妖女湖、年保玉则主峰、
上文措及下文措等多个景点。去
年，年保玉则景区保护管理局曾
发布一则公告称，年保玉则鄂木
措景区属于国家三江源自然保
护区年保玉则保护分区核心区，
也是国家地质公园保护区，此区
域生态环境逐年退化，加之没有
任何旅游基础设施，因此，为了更
好地保护生态环境，鄂木措景区
暂缓开发，禁止任何旅游活动。

据《西宁晚报》消息，除了年
保玉则景区暂停对外营业以外，
另有青海湖两大景区将停止对
外营业。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
陆湖、咸水湖，是青海省最著名
的旅游景点之一。为了进一步推
进生态保护建设，维护青海湖周
边生态系统，今年旅游旺季，青
海湖景区暂时开放二郎剑景区
和仙女湾景区，而鸟岛景区和沙
岛景区将停止对外营业。

（北京青年报）

雄安将改革创新住房制度

“雄安建设一定是公共服务先
行，前期一定是先把医院、学校等公
共基础设施建好，再建设其他。”京津
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李
晓江说。

目前，北京市四所重点学校雄安
校区已经挂牌，这仅仅是序幕——按
照雄安规划纲要，雄安将创建一批高
水平的幼儿园、中小学校，培育建设
一批国际学校、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学
校；承接北京高校疏解，以新机制、新
模式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学；
高标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建设国际
一流、国内领先的区域卫生应急体系
和专科医院，全面打造15分钟基层医
疗服务圈。

住房问题，是不少城市居民头疼
的地方。雄安将改革创新住房制度。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坚持保障基本、兼
顾差异、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需求，建
立多元化住房供应体系。

“雄安将不走以往房地产开发的
老路，来雄安工作生活的人都有房
住。有贡献的人可以先租后买，价格
也是在一个相对低的区间，人们在这
里可以安居乐业。”中国工程院院士、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
组长邬贺铨说。

“雄安质量”，不仅包括规划质

量、设计质量、建设质量，更是讲老百
姓的生活质量。

“雄安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样板城市，着力解决好城市人口在就
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不
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城市的应有之义。”李晓江说。

组团式格局让城市发展富有弹性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蓝绿
空间占比稳定在70%——雄安规划纲
要中这一指标，引人关注。

出门见绿，300米进公园，1公里
进林带，3公里进森林——

“现在全世界很少有大城市能达
到如此高比例的蓝绿空间。新区将把
淀水林田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
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可以预见，人
们在这里生活将有多舒适，新区将会
有多美。”邬贺铨说。

雄安的起步区格局是“北城、中
苑、南淀”，这是由蓝绿系统划分出的
组团式格局，随形就势、尊重自然。

——“北城”即充分利用地势较
高的北部区域，集中布局五个城市组
团，各组团功能相对完整，空间疏密
有度，组团之间由绿廊、水系和湿地
隔离；

——“中苑”即利用地势低洼的
中部区域，恢复历史上的大溵古淀，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营造湿地与城市

和谐共融的特色景观；
——“南淀”即南部临淀区域，利

用白洋淀生态资源和燕南长城遗址
文化资源，塑造传承文化特色、展现
生态景观、保障防洪安全的白洋淀滨
水岸线。

李晓江说，组团式格局让城市发展
富有弹性，能够适应未来各种可能。“组
团式就是多中心，与北京这类典型的单
中心结构不一样，每个组团相当于一个
小城镇规模。每个组团内部又细分为若
干空间单元，注重功能混合、自我平衡，
而且相对独立。组团内部有住宅区、产
业区、公共服务设施。”

雄安产业承载着高端高新的使命

从设立之日起，雄安产业就承载
着高端高新的使命。

雄安规划纲要提出，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
过承接符合新区定位的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
资源，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

“雄安将发展下一代通信网络、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产业，重
点瞄准未来更有前瞻性、更具竞争力
的产业。”邬贺铨说，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雄安要抢占科技制高点，吸引
高端人才在这里充分就业，营造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

雄安规划纲要提出，雄安将打造
全球创新高地。按照国家科技创新基

地总体部署，积极布局建设国家实验
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推动建设一
批未来产业研究院；布局一批公共大
数据、基础研发支撑、技术验证试验
等开放式科技创新支撑平台；构建国
际一流的创新服务体系。

“保证雄安健康发展，要在高端
高新产业上严把关。”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殷会
良说。

雄安还将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
现代产业体系，成为带动京津冀创新
发展的引擎，成为加快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落地的实施平台。

目前，雄安三县每年GDP200多
亿元，从业人员20多万人，形成了箱
包、电线电缆、制鞋、服装等产业。

雄安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改造
传统产业。殷会良表示，通过布局高
端产业，要形成对现有产业的带动作
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进而影响并带动
三县乃至整个河北的发展，这也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应有之义。

殷会良说，雄安可以通过先行先
试创新政策，营造一个宜居、有情怀、
有激情的氛围，吸引人、留住人。“雄安
的价值，不在于创造多少GDP，而在于
对当前的改革创新、人才汇聚，能够起
到当年深圳的引领作用。” 据新华社

构筑新时代宜居的“人民之城”
——解读《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这将是一座令人耳这将是一座令人耳
目一新的城市目一新的城市：：不再是水不再是水
泥森林泥森林，，公交步行通畅便公交步行通畅便
捷捷，，森林碧水交织绕城森林碧水交织绕城，，
人口不过几百万……人口不过几百万……

这将是一座以人民这将是一座以人民
为中心的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贴心的公贴心的公
共服务设施共服务设施，，优质的教科优质的教科
文卫等公共资源文卫等公共资源，，多元化多元化
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

这将是一座集萃当这将是一座集萃当
代智慧的城市代智慧的城市：：最先进的最先进的
城市理念扎根发芽城市理念扎根发芽，，最创最创
新的改革模式作出示范新的改革模式作出示范，，
最前沿的创新发展见证最前沿的创新发展见证
新时代……新时代……

随着随着《《河北雄安新区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的出台的出台，，一座一座
现代化宜居的人民之城现代化宜居的人民之城
正揭开面纱正揭开面纱————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活的向往，，依靠人民共建依靠人民共建
共享现代城市文明共享现代城市文明，，雄雄
安安，，将成为老百姓安居乐将成为老百姓安居乐
业的美好家园业的美好家园，，闪耀在世闪耀在世
界 城 市 群 的 璀 璨 星 河界 城 市 群 的 璀 璨 星 河
…………

吃饭从拥挤变成相对轻松 校内的优点还有安全实惠安全有效

校内订餐可送货上门 外边的只能送到楼下用餐便利

校外外卖至少十几块钱 外边一顿学校能吃三顿价格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