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卖公司 不赞同员工违反交通规则，监管难度大

旅客须凭有效身份证件才能购买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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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走到安检口袁 看到正如
刘大爷所讲述的那样袁 只有两个实名
制安检口袁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工作遥 而
在安检口一旁的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
也是十分拥挤袁 不少旅客没有携带身
份证件袁 只能来在港口的客运站临时
身份证明办理点办理临时身份证明袁
然而记者发现袁 港口临时身份证补办

窗口只有一个人服务袁排队很长尧现场
较为拥挤遥

野还是比较麻烦的袁一下子没有转
变意识袁还以为坐船不需要身份证袁结
果没有带身份证就匆忙赶来袁 不料来
办理临时身份证明人那么多袁 而窗口
又只有一个遥 冶在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
排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的廖先生说袁

感觉港口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袁 这一
次登船估计至少要比以往多耗半个小
时遥

廖先生告诉记者袁售票大厅一样
拥挤遥 根据廖先生的提示袁商报记者来
到售票大厅袁售票大厅也是排起长队袁
大厅共有 3台自助售取票设备袁 但并
未投入使用遥

由于澄迈金江离海口仅50公里左右袁 加上昨日天
气十分凉爽袁骑行记者一路都感觉十分轻松袁是整个环
岛骑行以来觉得难度最小的一天遥经过大约4个小时左
右的骑行袁于下午2时左右顺利抵达省会海口市遥
海口市作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省省会袁是

海南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交通中心袁海陆空交通的枢纽遥
海口市的名字来源于地处南渡江的出海之口袁故取名
野海口冶遥
海口作为中外知名的滨海旅游城市袁 风光秀丽袁

名胜古迹也不少遥 五公祠尧海瑞墓尧海口崖州古城尧人
民公园尧万绿园尧假日海滩等景点让国内外游客流连
忘返遥
今日袁骑行记者将从省会海口市出发袁途经定安县

直接抵达出发的城市琼海袁 从而正式结束整个环岛骑
行遥 欢迎各位读者继续关注国际旅游岛商报尧椰网尧海拔
APP尧官方微博袁关注骑行记者最后一天的骑行直播遥

记者随后来到海口市一家外
卖公司咨询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
违反交通规则去送餐我们是明确
规定不允许的遥 但是外卖员出去
送餐我们又没办法做到实时监
控袁所以监管难度会比较大遥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袁 外卖行
业的服务核心就是方便快捷遥 另
一方面则是按照完成的订单量计
算工资绩效遥 这和送餐员交通安
全问题会有一定的矛盾性遥 送餐
员团队的交通安全只能是靠自身

约束遥 为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送
餐员袁不应该成为城市交通的野定
时炸弹冶遥 年关将至袁希望所有驾
驶人都遵守交通法规袁文明出行尧
平安回家遥

商报讯 渊记者许光伟 通讯员 罗
凤灵 黄心宇冤居住在海南某县的中年
男子周某回湘返琼时袁在湖南省某机
场安检过程中袁与安检人员发生争执
导致安检通道关闭袁机场派出所对周
某使用了手铐尧限制人身自由尧罚款等
措施后袁周某认为机场派出所的行政
行为违法袁遂向其所在地的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遥 机场派出所辩称应由派出
所所在地的法院审理本案袁对此提出
的管辖权异议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遥
周某上诉后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裁定袁撤销一审行政裁定袁本案
由一审法院管辖遥
本案中袁 管辖权争议的焦点在于

机场派出所对周某采取的使用手铐尧
盘查 12个小时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
施钥 机场派出所对机场治安进行管理
负有法定职责袁其为解决周某与安检
人员的冲突局面尧避免机场安检通道
被持续关闭袁 对周某实施上述行为袁
是机场派出所在维护治安的行政管理
过程中尧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周某
的人身自由和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
行为袁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袁与行政处罚
行为相互独立遥 周某的诉求包含不服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袁因此袁
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刘
伟冤野盘丽芬同志不是党员袁却胜似党
员浴 冶野非学不可噎噎冶 1 月 11 日下
午袁龙华区召开学习野中国好人冶要要要
龙华社区干部盘丽芬先进事迹座谈
会遥 各镇渊街冤宣传委员尧各村渊居冤干
部代表及区委宣传部全体干部参加
座谈并纷纷发表感言袁在全区掀起了
向盘丽芬同志学习的热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省委常委尧市委

书记张琦关于媒体报道的盘丽芬同
志先进事迹及其获得 2016年 12月中
国好人的批示精神曰随后袁滨海街道
干部尧 滨海街道盐灶一社区干部尧中
山街道永兴社区干部渊盘丽芬同志前
同事冤先后介绍了盘丽芬同志先进事
迹和工作尧生活中的可贵尧可敬细节袁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袁向我们展现
了身边一个爱岗敬业尧 默默无闻尧甘
于奉献尧有血有肉尧可敬可亲可学的
身边好人形象和基层先进典型遥

记者体验院只有两个实名制安检口袁海口秀英港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点比较拥挤

自助售票机未开乘客过海有点挤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昨日袁是海口至徐闻客滚航线(包括粤海铁路)袁海口至北海客滚航线袁全面实施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的第二天遥 当天上午 10时袁商报记

者走访秀英港发现袁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拥挤尧进入安检队伍成长龙尧自助取售票机尚未工作遥 旅客称袁现在乘船过海有点耗时间遥
昨日上午 10时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来到秀英港袁首先见到的是排着长长队伍准备通过安检的旅客袁等着通过安检的旅客从室内一直排到室外袁有一两百米长遥 正在排队

准备坐船前往海安的刘大爷告诉记者袁春运还没有开始袁想不到排成长龙队伍进入候船室的现象却提前出现了袁原因是只有两个实名制安检口遥

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排起长队

据了解袁琼州海峡水路旅客渊包含
乘坐省际客车的旅客冤 须凭有效身份
证件在港口渊长途客运站冤售票窗口实
名购买船票遥 并在登船前袁主动出示有
效身份证件和船票袁经实名查验后袁登
船过海遥

有效身份证件是指符合法律尧行

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袁 用来证明其
身份的证件袁包括院居民身份证尧临时
身份证尧军官证尧士兵证尧武警警官证尧
人民警察证尧护照尧不满 2周岁婴儿的
出生医学证明袁外国人居留证尧外交官
证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尧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尧外国海员证等遥

据了解袁 遗忘身份证件的旅客可
在港口的客运站内的临时身份证明办
理点办理临时身份证明袁 旅客只需提
供身份号码和姓名(或姓名尧户口登记
地址和出生年月日)现场工作人员通过
系统查询比对属实后袁 就可以开具身
份证明袁旅客可以凭其购票和登船遥

叶商报记者单骑环岛 直播带你看海南曳第九天 顺利抵达海口

今日经定安返琼海结束环岛骑行

赶时间送餐外卖小哥上演生死时速
送餐员院为完成工作顾不上那么多 外卖公司院明确不能违章袁但难监管

龙华区召开会议
学习盘丽芬事迹

机场安检发生争执被
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

乘客诉至法院
引发地域管辖争议

商报讯 渊记者 王铭 实习记
者 蔡宝升 摄影报道冤 外卖服务
的方便以及快捷袁 使得送餐的外
卖小哥团队日益壮大遥 然而为了
赶时间送餐袁 不少送餐员在道路
上风驰电掣的跑袁 不按交通信号
灯规定通行尧 逆向行驶尧 违章停
车尧驾车接打电话等等遥频频违章
行驶袁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袁造
成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遥

每天到中午午饭时间袁 海口
市街头总是能看到许多送餐员开
始了忙碌的送餐工作袁 骑着送餐
的电动车速度飞快地穿行在车流
和人流中袁 甚至闯红灯尧 逆向行
驶袁 这类危险的驾驶习惯也成了
送餐员的野家常便饭冶遥

在海口市国贸路上班的杜先
生告诉记者袁 每次中午下班去吃

饭袁 总是能见到外卖送餐员违章
行驶袁骑电动车很快袁中午的时候
这边人流和车流都比较多遥 送餐
员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安全
不负责袁 而且还给行人和其他车
辆造成危险袁杜先生说遥

住在海口市玉沙路某小区的
周奶奶也跟记者描述了一次自己
惊心动魄的出行经历袁 周奶奶告

诉记者袁她每天早晨都会去晨练袁
有一次走在人行道上袁 迎面跑过
来一辆送餐员的电动车袁 速度非
常快袁 当时送餐员正在一只手接
打电话袁 还抬头看着周边建筑在
张望寻找着目的地遥 再低头一看
到前面的周奶奶袁慌忙的刹车袁手
上拿着的手机都掉在了地上袁差
一点就撞上了遥

在海口市一家外卖公司上班
的小张表示袁自己内心也很矛盾袁
比如说我平均一天要送 30 单左
右袁 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午高峰期
的时候袁那时候路上又很堵袁时间
经常是不够用的袁 还有送得慢了
顾客也会埋怨遥 现在平台对配送
时间有要求袁 顾客也可以通过外

卖软件查看外送进度袁 送得慢了
客户还能投诉袁 一投诉好几天都
白干了遥 我也知道违章驾驶不好袁
但是为了完成工作袁 也顾不了那
么多了遥 能不违章的时候我们都
会尽量不违章的遥 毕竟没人会拿
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遥

另一个送餐员小王在接受记

者采访的时候告诉记者袁 我们的
工资就是按照完成的订单数量来
算的袁 订单多的时候大家都是抢
着接啊袁 那送餐的时候肯定要开
得快一点嘛遥 时间那么紧袁偶尔违
章一下没多大问题的袁 我对自己
的车技很放心遥

海口市民 屡见不鲜的送餐员危险驾驶行为

银旅客们在秀英港排队购票

银外卖员违反交通规则

商报讯 渊驻琼海记
者 王春棠 摄影报道冤1
月 11日袁国际旅游岛商
报推出的直播栏目 叶商
报记者单骑环岛 直播
带你看海南曳 进入第九
天袁 骑行记者从澄迈金
江出发袁骑行 50公里顺
利抵达省会海口市遥 今
日袁 骑行记者将从海口
出发袁 途经定安返回出
发的地方琼海袁 从而结
束整个环岛骑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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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 在送餐速度和安全问题上很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