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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
你慢点骑
不急的，不
慌，如果超
时了我就
提前点确
认，下雨天
理解的”。

“雨下得有
点大，让外
卖小哥慢
一点嘛”

“风 大 雨
大、我不着
急。小哥一
定注意安
全，安全第
一！”

“这单给快
递小哥点
的，哪个快
递小哥接
单就让他
吃哈，雨太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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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正能量：今晨，一辆16路在
二环路抛锚了，乘客和过路行人协助
司机将车推行到路边，给大家点赞
哦！”7 月 3 日上午 8 点 52 分，新浪微
博号@微成都 通过微博发出自己看
到的一幕：一辆公交车在二环路上抛
锚后，市民聚集在公交车旁，帮公交
车驾驶员把公交车推到安全地带。

在@微成都拍摄的图片上，光是
公交车一侧，就有6位市民推车，站在
前门附近推车的是一位穿白色短袖T
恤的年轻男子，一边推车还一边回头
留意周围推车人的举动。

虽是身边小事，还是引来很多网友
点赞。网友@文明锅锅 也曾经推过车，

“我推过1路。”网友@不慌不忙不卑不亢
生活应该这样 发了一串鼓掌的表情。

7 月 4 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
该车驾驶员赵升荣师傅。赵师傅在成
都生活多年，是开了 12 年公交车的

“资格”老司机。即使开车多年，对于7
月3日发生的一幕依然觉得很感动。

赵师傅回忆，7月3日上午8点10

分，自己驾驶16路公交车照例从八里
桥公交站出发，约10分钟后，车辆行
驶到火车北站东站公交站附近时，公
交车突然抛锚，“汽车无法挂挡，走不
动了。”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沿途车
流量很大，为了保障乘客的时间，“我
就提醒车上乘客们，可以换乘后面来
的16路公交车。”同时，也是为了保障
交通顺畅，“我就建议，车上方便的乘
客帮忙推车、搭把手，我旁边的小伙
子人非常好，主动帮我吆喝，来帮我
一起推车。”

由于车辆故障地点正好在火车
北站东路站站台附近，“就只需要把
车移到旁边安全地带即可，推车距离
有七、八米，有10多个乘客帮忙，我在
驾驶座位上控制车辆方向。”

等到车辆推到安全位置后，赵师
傅想要下车感谢一些热心的推车人，

“我下车发现，推车人都走了，人群都
散开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
帮忙吆喝的小伙子。”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图片来自网络

更正致歉
本报 6 月 29 日 10 版《小区

门口停车，市民收到假发票》，
“假发票”的相关表述有误。经记
者通过四川省税务局官网验证，
报道中涉及的发票均为真实发
票。特此更正，并向当事方及读
者致歉。 成都商报社

小哥别着急
雨大慢慢骑

送完一单正要离开
顾客递来香蕉苹果

“这单给快递小哥点的，哪个快
递小哥接单就让他吃哈，雨太大了。
注意安全，先吃饭再配送其他的
……”“请帮我把安慕希送给外卖小
哥哥，雨太大了，我不急！谢谢！”7月
2日，成都迎来一场暴雨，暴雨中，出
现了许多暖心的外卖备注。

“慢一点”，本来是形容成都的
悠闲，但是在这场暴雨中，却有了
新的注解。“雨下得有点大，让外卖
小哥慢一点嘛”——12时21分，香
多多汉堡店收到了这样一份带有
特殊备注的外卖订单；“风大雨大、
我不着急。小哥一定注意安全，安
全第一！”——几乎是同一时间，荷
百味也收到了类似的订单。

黄凯是美团外卖春熙路站的
骑手。黄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7月
2日、3日雨很大，几天来他一共送
了一百多单，最迟要送到半夜两
点。三天来让他印象最深的一幕
是，在送完一单准备转身离开时，

对方却把他喊住，给他递来香蕉和
苹果。“雨那么大，本来有些心烦，
但看到这些市民们的这些善意之
举，真的一下子就觉得舒心了。”黄
凯介绍，他遇到的暖心备注其实不
到十单，但是有大量的市民通过短
信告诉他“慢慢来、不要急”。

对于盛大国际的骑手李海来
说，在成都，收到暖心备注很正
常。他告诉记者，平常下雨天也会
收到“雨天慢走”的提醒，只不过
前几天雨势较大，收到的这类订
单较多。“那天我在接单后，看到有
人备注‘自己真的不急、慢慢来’后
并不觉得惊讶，但是还是感觉到了
用户的理解。”令他印象颇深的是，
7月2日，一位用户不仅在订单写
上了备注，还在他接单后特意打电
话过来告诉他不要着急。

担心骑手淋雨
这几天不敢点外卖

“平常等外卖肯定巴不得小哥
下一秒就出现在门外，送晚了肯定

有些不开心，但那天真的是觉得送
晚了无所谓，下了单后反而有点不
好意思，要不是实在太饿了不会喊
他们。”市民钟先生回忆道。和钟先
生类似，有食客则干脆在备注中表
示“3个小时之内送来就行，雨太大
了。”、“外卖小哥你慢点骑不急的，
不慌，如果超时了我就提前点确
认，下雨天理解的”。

7 月 2 日下午 1 点，市民刘女
士也在这场雨中点了美团外卖。
像往常那样，在备注栏，她打完

“微辣就行哈”几个字后，听着窗
外的雨声，又特意加上了“外面雨
大，让小哥骑车慢点，迟到没事”
的叮嘱。

7 月 2 日中午，在成都红星路
二段工作的市民余女士和同事三
人像往常那样点了大盘鸡，在半
个小时的时间内，雨势迅速扩大。
就在众人焦灼等待的时候，余女
士接到了外卖小哥的电话。“以为
是送到了，没想到他说他的车翻
了，听得出来语气有些焦急，有些
愧疚。”余女士回忆，她第一时间

询问了小哥的伤情并提醒他注意
安全。“雨那么大，他们也很辛
苦。”最终，余女士和同事冒着暴
雨来到附近一家铺盖面馆就餐。

另一位成都市民于女士则告
诉记者，自己在当天本来想点外
卖的，但看到窗外这么大的雨，打
消了念头。“这几天都不敢点外
卖，担心外卖小哥淋雨，虽然对他
们来说可能钱少一点，但是身体
更重要啊。”

给骑手准备热水
还提供五折就餐优惠

暴雨期间，也很多热心的商
家主动联系外卖平台，为骑手提
供毛巾、姜汤等物品。一家烤肉饭
店就为骑手们准备了热水。

另一家冒菜店则为外卖骑手
提供了打折餐品的服务。据该店
工作人员黄经理介绍，暴雨期间，
来他们店消费的外卖骑手一律享
受五折优惠。“所有的菜品都是五
折，只要是外卖骑手。我们也是做
餐饮的，将心比心，我们觉得他们
还是多不容易的。”黄经理介绍，
许多外卖骑手平常会聚到他们店
里取餐，一来二往，他们就想到了
给他们打对折的主意，他特别向
记者强调，暴雨过后，对骑手的五
折优惠依然还将继续。

近日，美团外卖官微还专门
发布致谢信，感谢成都市民：“我
们向所有关注和支持美团外卖小
哥的成都市民和商家表示衷心的
感谢。我们再次感谢用户体谅和
关心。我们觉得成都是一座温暖
的城市，是一座善良的城市，是一
座充满着爱心的城市。能为成都市
民服务，成为这个城市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我们感到十分骄傲。”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师傅别着急
我们帮你推

外卖+冷雨=正能量。
7月2日的成都，市民在订

外卖时的暖心备注让这个等式
成立了。雨水散去后，美团外卖
的数据显示，当天成都市民的外
卖订单中，嘱咐小哥“注意安全，
慢慢骑，不着急”等暖心备注一
共有4046份。

4046份外卖订单备注暖人心

公交抛锚堵路 乘客下车相助

农产品流通体系连接生产和消
费，是稳定市场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载体。四川将如何打通农产品
流通，促进精准扶贫？记者昨日从四川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

《关于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促进精
准脱贫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了一系列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的
措施。

据省商务厅厅长刘欣介绍，当前，
我省农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养、品
牌化经营得到一定发展，但贫困地区
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仍以“小农生产”
为主，生产经营分散、集中度较低，物
流成本高，生产与消费市场信息不畅，
农产品直采直销较少，产品转化为商
品率较低。

基于此种情况，为有效破解贫困
地区农产品与市场对接不畅、流通成
本高等瓶颈问题，省委省政府研究制
定了《意见》。《意见》首创全省公益性
集体商标，精准认定扶贫产品，发挥东
西部协作和定点对口帮扶单位定向采
购帮扶优势，创新市场拓展“三大活
动”模式，完善扶贫产品直通渠道，畅
通扶贫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共同
推进扶贫产品进市场、进餐企、进展
会、进商超、进铁路、进高速、进机场、
进机关、进社区、进网络等。

对于《意见》中全国首创的“全省
公益性集体商标”，省扶贫移民局局长
降初介绍，我省已经完成了贫困地区
集体商标注册申报工作。6月5日，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已正式受理我省

“四川扶贫”集体商标注册申请。目前，
省工商局、商务厅、省扶贫移民局已依
法启动商标使用工作。

而扶贫产品认定是整个创新扶贫
产品销售体系中的核心环节。降初表
示，四川省将出台《四川省贫困地区四
川扶贫集体商标贫困地区产品认定管
理办法（试行）》，从产品范围、来源、准
入原则等方面对扶贫产品进行详细规
定。对于符合管理办法的产品都可以
纳入扶贫产品范畴，并且可以使用公
益性集体商标。

接下来，四川省还将着力拓展市
场流通渠道，实现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定向采购
公益性集体商标标识的扶贫产品覆盖
88 个贫困县，各地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商超、车站、机场等经营场所，以及
知名电商平台开设扶贫产品销售专
区、专柜、专铺、专店，定向采销公益性
集体商标标识的扶贫产品，增加贫困
群众收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记者 马钊

“当时正值
上班高峰
期，我就提
醒车上乘
客们，可以
换乘后面
来的16路
公交车。”

“我旁边的
小伙子人
非常好，主
动帮我吆
喝，来帮我
一起推车。”

“我下车想
要感谢这
些热心人，
结果发现
人都走了。”

骑手

市民

商家

全国首创！
四川创公益性集体商标
“四川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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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给送外卖的骑手送上热水

7月3日，10多个乘客帮忙把出现故障的公交车推到安全位置

紧接01版 习近平强调，组织路
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
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
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
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
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
落实。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
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
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
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
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
本解决。特别是要看到，在新时代，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
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
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
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
的。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
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要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
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
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