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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80万元年薪招聘网红，要求明星脸、
有酒窝、能歌善舞等。五音不全，性格内
向，整过下巴、隆过鼻的不要；2.3万元/月
招聘“菜品试吃官”，要求能吃，会吃，不
怕辣，善于挑毛病，还附带双休，15天年
休假，还有出国旅游。近日，成都一家火
锅店的招聘启事在网上流传，有不少网
友质疑该火锅店炒作，3月31日，该火锅
店股东陈国庆就此事接受采访称，这不
是炒作，这是招聘两个岗位，网红主要负
责做直播，宣传营销火锅店；而“菜品试
吃官”负责试吃菜品，为火锅店升级菜品
提供参考。“现在是网红经济时代，我们
肯定希望网红流量能够变现，带来的收
入超过他的待遇。”

火锅店年薪80万招网红
月薪2.3万招试吃员

真有需求
一场炒作

2019年4月1日
星期一

质疑 /
“天天吃火锅谁受得了
干不了几天自己就会辞职”

近日，网上出现了一则黑底白
字的招聘启事，年薪80万招聘网络
红人，要求天生明星脸，有酒窝、能
歌善舞、身高 160cm 以上、体重不
超过 45 公斤、抖音粉丝超过 5000。
五音不全、性格内向，整过下巴隆
过鼻，不能吃辣，不能喝酒的不要；
2.3 万元/月招聘“菜品试吃官”，要
求能吃，会吃，不怕辣，善于发现和
挑剔各种食物问题，除了正常的周
末外，还提供 15 天带薪休假，一次
出国旅游机会，公司购买五险一
金，提供住房，春节报销往返公务
舱机票。

待遇这么高，年薪 80 万元？这
则招聘启事在网上引发关注，评论
中，有网友质疑这是火锅店的广告
宣传噱头，“火锅店一个月营业额有
80万？”也有网友质疑其职业的合理
性，“天天吃火锅串串你们受得了
吗？干不了几天自己就会辞职，店里
面也达到吸睛的广告效应。”

3 月 31 日，记者来到这家火锅
店，这则招聘启事就放在火锅店门
口，火锅店前厅经理黄鑫介绍，这则
招聘启事是 3 月 29 日发布的，目前
有不少人来店应聘，不过基本没有
符合要求的，因此均予以婉拒。

“我这边是初步筛选，会看看基
本的外形条件是否符合，如果有合
适的，再推荐给公司进一步面试。”
黄鑫说，具体招聘是公司在负责。

回应 /
借助网红宣传火锅店
“说炒作的就让他们去说吧”

火锅店股东陈国庆回应了网友
的质疑，“我们是真心招聘，那些说
炒作的就让他们去说吧，现在就是
网红经济，餐饮竞争比较大，我们想
把店做得热一点，提升一下营业
额。”陈国庆说，年薪80万是招聘网
红，而月薪2.3万元招聘的是菜品试
吃官，就是平时所说的“吃货”，两个
岗位，要求不同，粉丝群体不同，工
作内容也不一致。

他继续介绍说，网红要求在抖
音、火山上粉丝至少5000，“当然粉
丝越多越好”，主要是在店里进行直
播，宣传和推广火锅店，上班时间为
下午五六点到晚上九点。

“网红主要侧重的是有偶像气
质的，能够自带流量的，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为店里提升业绩。”陈国庆
说，自家火锅店是全国连锁店，在全
国的火锅串串一共有四五百家，因
此要求网红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成
都，而是辐射全国。

“我们既然敢出这个钱，他的影
响力足够，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客户，

他去哪里消费，粉丝也跟着到店消
费。”陈国庆说，在成都黄龙溪，这样
的网红店有不少，比较有知名度的
网红基本值这个价，价格太低人家
也不愿意来。“网红更像是火锅店的
代言人，除了代言这火锅店之外，还
可以代言其他非同类的产品，除了
工作时间在我们店直播之外，其他
时候可以开展别的活动，保持你自
己的热度。”

菜品试吃官这个职位，也是做
直播，宣传推广，不过这个岗位的粉
丝更加侧重吃，因此要求能吃，会
吃，不仅在店里吃，能挑出毛病，而
且要求在全国各地吃，公司报销吃
喝和往返机票费用。

“菜品试吃官有两个功能，第
一，是试吃我们店的，把我们菜品的
特点推荐给粉丝；第二是试吃别人
家的，做餐饮菜品是不断更新升级
的，哪家店有好吃的、值得借鉴的，
可以去试吃，我们再引进回来，研发
跟进。”陈国庆说，不少网红有很大
的粉丝量，但是没有进行变现，火锅
店通过这次招聘，把粉丝引流过来，
达到利润最大化。

据另外一名直接负责招聘的王
先生介绍说，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人
来面过试，初步合适的，推荐到了陈
国庆处，再进一步甄选。记者提出要
查看应聘人员简历封面的要求，陈
国庆予以拒绝，“现在还没有特别合
适的，有几个应聘者在谈，没有确定
之前不方便公开。”

1月16日中午11时，鲁先生驾着自己的面包车行驶至
万年路附近时，因“违法行为”被交警五分局民警挡获。停靠
路边的鲁先生很纳闷，自己车证齐全并严格遵守道路交通
规则，怎么就违法了？原来，鲁先生的这辆小型面包车，在后
挡风玻璃、车身两侧都贴着“货拉拉”标语，这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即
在机动车实施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行为影响了
司机的安全驾驶。按照规定，鲁先生被处以50元罚款并要
求当场清除车身广告标识。

虽说50元并不是什么大数目，但鲁先生很生气，“我和
货拉拉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是他们要求张贴广告的，我根
本不知道是违法行为。”按鲁先生所说，自己通过货拉拉
APP进行注册，通过审核后便可上线接单，在此之前，他需
要和货拉拉签订一份张贴车贴的协议，缴纳700元押金的
同时保证维持广告张贴6个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鲁先生提供的协议上看到，为了保证车贴不被损坏，鲁先生
需要每月初在APP端上传两张车身照，如有损坏，则需支付
一定金额的违约金。

如今车辆被查后，鲁先生车身的标识也没了，车贴
损坏的违约金令他十分不满。他想要取消协议，也遭到
了拒绝。

惊险！
工人缺氧被困深井
消防员两小时救出
父亲被困井下 儿子下井救援未成功

3月30日17时50分，四川攀枝花仁和区南山
工业园区储气厂施工现场，一对父子被困在50余
米深的孔桩基井内。当时，由于孔桩基井内挡板、钢
筋错综复杂，加上井下氧气稀薄，工友们也不敢贸
然下到井里去营救，立即拨打了119。

攀枝花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辖区消防中
队和特勤中队18名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我们到达现场后，通过咨询和了解到有两名
被困人员。”参与救援的消防员项德树向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这两人是一对父子，都在这个
工地工作，其中父亲是当日下午1点多下的井，儿
子在井上，父子俩通过对讲机联络对接。当天下午，
儿子在发现父亲身体异样后，十分担心，于是下井
想把父亲救上来，“儿子下井后，也出现缺氧的情
况，被困在井内。”

项德树说，在现场经过初步勘查，发生事故的基
井总深度达50多米，工人被困在井内20余米处，基
井直径2米。现场消防指挥员通过喊话，发现被困工
人意识有些模糊，他的儿子情况稍微好些。“如果不
及时救援，两人可能因长时间缺氧，有生命危险。”

两小时紧张救援 父子两人先后被救出

由于孔桩基井内空间狭小，现场也不能使用大
型救援设备，给营救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消防员
立即将压缩空气瓶下放到井中被困人员附近，为井
下填充新鲜空气，同时将饮用水下放到井下。很快，
消防员用绳索将这名工人的儿子拉了上来，“儿子
情况比较好，自己拉着绳索就爬上来了，但是父亲
缺氧比较严重，只能由消防员下井救援。”

之后，消防员用抢险救援车的吊臂作为滑轮支
点，一名队员携带氧气瓶、救援腰带、电筒、饮用水
等救援装备，下井展开救援。项德树介绍，井下救援
难度较大，井下的钢筋错综复杂，这名工人脚被卡
住了，绳子根本无法将其拉上来。

于是，消防员下滑到被困人员处，给被困的工
人喂了水，帮助其脚部脱困，由于该工人身体无力，
消防员将该工人的身体固定绑好后，缓慢提拉吊升
至井面。“井下是阶梯状的，一两米就有一个台阶，
我们先把救援人员往上拉，救援人员再把被困工人
往上拉，一步一步缓慢地提拉吊升至井面。”

当晚19时50分，经过消防员两个多小时的不
懈努力，将被困的这名工人成功救出井外，并抬上
120救护车，及时送往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这名工人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仍在
医院进一步治疗。
吴从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贴货拉拉广告 面包车被查
司机：货拉拉要求张贴广告

货拉拉回应：目前仍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希望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法

在货拉拉APP注册，通过审核后
便可上线接单，但在此之前需要司机
签订同意在车身张贴货拉拉广告的
车贴。

市民鲁先生完成了一系列的步
骤，却在上路时因随意张贴影响安全
驾驶的行为被交警查处。这令他很郁
闷，既然这是违法的，为何货拉拉公司
还会和自己签订这样的协议？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7年，货拉
拉公司负责人就曾被约谈整改车贴
的问题。时隔一年有余，公司方面表
示，目前仍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希望
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法。

早在 2017 年 8 月初，包括本报
在内的多家媒体就曾报道：交警部
门连连挡获贴有“货拉拉”广告的面
包货车，这些车身上随处张贴影响
行车安全的“货拉拉”广告语。对此，
成都交警四分局、青羊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局执法大队、青羊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青羊区建交局交通

执法大队、青羊区科学技术和经济
与信息化局联合约谈货拉拉公司成
都分公司负责人，并责令其在三日
内整改。

报道指出，货拉拉是一款货运
APP，于2015年年底进入成都。司机
通过 APP 进行注册，通过审核后便
可上线接单，而接单模式则是由平

台发出订单后，驾驶员自行判断是
否抢单、抢哪一单。对于助长违反道
法张贴广告语的行为，货拉拉公司
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意识到了错误，
接下来将会配合进行整改。

然而，时隔一年有余，机动车车
身违规张贴货拉拉广告的情况，仍
然存在。

3 月 28 日，记者联系到了货
拉拉公司，相关负责人通过调查
核 实 了 鲁 先 生 的 情 况 ，同 时 表
示：司机的退款诉求，即押金和
车贴罚款都可以通过正常流程给
予退还。

机动车车身不能张贴广告，为
何还会要求司机在车窗张贴货拉拉

广告？
对此，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仍

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希望找到最合
适的解决方法。

此前媒体曾就车身广告问题
展开报道，为何过了这么久仍没有
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此问题，对方
回复记者，公司一直积极配合要解

决这个问题，也希望尽快解决。
在相关手续未完成、问题还未

解决之前，为何还长时间给车身张
贴标识？为何不等一切合法合规后
再实施呢？在这些问题上，对方表示
无法回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摄影报道

司机：车身张贴货拉拉广告被罚款
此前曾有报道：货拉拉公司负责人曾被约谈整改车贴问题

货拉拉回应：司机要求退款，可通过正常流程给予退还

3月30日下午，在四川攀枝花仁和区一处施
工现场出现惊险一幕，一名工人在深入50余米
的孔桩基井内检修抽水泵机器时，缺氧意识模
糊，身体无力，被困在基井20余米处，无法升井。

这名工人的儿子发现情况后，试图下井把
父亲救起来，但是由于井下缺氧、环境复杂，未
能成功，也被困井下。情况危急，攀枝花消防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经过两个小时的艰难营
救，先后成功将这对父子救出。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083期开奖结果：98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9036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3 10 13
02 32 16 蓝色球号码：0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83期开奖结果：
058，直选：541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组选6：11506注，每注奖金792元。（12412457.63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83期开奖结果：
05839，一 等 奖 79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6975192.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36期开奖结
果：5752008，一等奖0注；二等奖20注，每注奖
金13179元；三等奖178注，每注奖金1800元。
（22338917.4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46
期：103313333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48期：
0120210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43期：
0333303331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43期：
033330333133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30日)

足彩

该火锅店门口的招聘启事

救援现场

鲁先生的小型面包车因车身张贴货拉拉广告被交警查处

对于此事，成都美食文化交流
与创新中心理事长张蛟认为，餐
饮的核心在于产品和服务，产品
以食品安全、味道，菜品的创新为
基础。至于在网红经济时代，网红
营销方式只是企业的营销手段，

营销是外围，产品和服务是本质，
这两者可以结合，不矛盾，但是不
能舍本逐末。当然不是说用网红
手段的一定不追求企业产品本质
和极致的服务，如果能够结合新
的销售手段，又能把产品和服务

做好，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就怕
舍本逐末一味搞稀奇古怪的营销
方式，用网红经济吸引眼球，这个
方向是错误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业内人士 /

就怕舍本逐末
一味搞稀奇古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