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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拓展数十万工作岗位
助力百万商家迎来暖春

□本报记者 陈曦

“大家好， 我的网名是老计， 一
名武汉的普通外卖骑手 。” 2月23日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湖北武汉举行记
者见面会， 首次邀请武汉疫情防控一
线的普通工作者讲述他们团结奋战的
故事。 其中， 美团外卖小哥吴辉的发
言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疫情防控期
间 ， 除了工作 ， 他还做了很多事情 ，
比如帮在家隔离的人买药、 帮老人排
队买肉、 帮女孩上门喂猫……用实际
行动阐释了维系城市运转 “摆渡人 ”
的含义。

其实， 在诸多 “老计” 奋勇前行
的时候， 是他们背后的企业———美团
点评集团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
记者了解到， 美团的每个站点都配备
了体温计、 消毒液和酒精凝胶， 每日
早晚会为骑手测量体温， 跟进他们的
健康状况， 同时为他们发放口罩等防
疫物资。 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除
了这些基本保障， 美团还统一为骑手
提供了与疫情相关的免费保障方案 ，
从检查、 疑似、 隔离、 确诊以及治疗
的每个阶段， 都将给予美团骑手相应
保障补助， 最高可给予30万元特殊保
障金。 如家人因疫情就医， 也可获得
相应补助及保障。

近期，通过网络购物、买菜成为了
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以美团买菜数据为

例， 疫情期间各地销售额明显上涨，其
中，北京地区日销量最高为节前的两到
三 倍。由于订单集中，美团买菜站点的
分拣、打包人员、骑手都出现运力紧缺
的情况。“为了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同
时拓展社会就业，我们启动了新员工招
聘工作。 ”1月20日至 2月 23日 ， 美团
外卖配送平 台 新 吸 纳 7.5万 名 劳 动
力成为外卖骑手 。其中 ，一半以上就
近就业 ， 六成以上来自工厂工人和
服务业从业者。 美团自2月24日启动了
“春归计划”，助力稳就业。 美团旗下的
美团闪购、美团买菜、快驴进货等业务
线， 向社会新提供20万个长期就业、灵
活就业岗位，包括外卖骑手、司机、仓储
员等。截至3月18日，美团平台上累计新
增有单骑手达33.6万人。 受疫情影响，
很多企业今年的招聘工作已经暂停，甚

至开始考虑裁员。美团却按计划开展了
春季校园招聘，面向应届毕业生提供产
品研发、商业分析等超1000个岗位。 同
时，开展社会招聘，开放产品研发、商业
分析、业务运营等超3000个岗位。3月20
日，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方
面启动的“职等你来 就业同行”百日千
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中， 美团馒头直
聘、美团外卖平台承担起农民工、城镇
失业人员、 贫困户等专项招聘活动任
务，将累计提供约50万岗位，帮助贫困
人口、失业人员等解决就业问题，助力
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在这个特殊时期， 我们希望和
更多人一起同舟共济。” 美团点评相关
负责人表示， 目前， 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 生活服务业复工复产和
消费复苏也按下了 “加速键”。 美团迅

速启动 “春风计划”， 通过技术、 产品
和资金补贴等多种方式， 希望能促进
消费逐步复苏 ， 助力商户扩量增收 ，
协同百万生活服务业商家共迎 “疫 ”
后暖春。 截至目前， “春风行动” 已
帮扶商户的阶段性投入超过4亿元， 覆
盖商户数量近60万。

此外， 美团在旗下生活服务业人
才数字化发展平台美团大学还为中小
商户还打造了线上培训课程。 “我们
希望通过量身打造的培训课程， 帮助
商户增强自身 ‘免疫力’， 有针对性地
调整经营计划， 继而减少损失。” 据介
绍 ， 美团大学免费开放的课程超过
1500 门， 截至3月10日， 累计学习人
次突破1600万， 覆盖全国超过200万商
户， 并上线人社部就业创业和职业培
训在线服务平台。

美团点评集团

北京龙人居连锁餐饮

□本报记者 白莹/文 陈艺/摄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位于
海淀区的北京龙人居餐饮企业在不停
地关店 ， 从初二开始全部关闭堂食 、
只留下4家门店运营外卖业务。 现在，
外卖扩大到6家店面。 然而， 龙人居向
员工承诺 “不裁员， 决不抛弃任何一
名员工”。

“说实在的， 公司的压力真的很
大。 尤其是现金流极度吃紧， 怎么才
能让餐厅活下去这是我眼下最迫切的
事情 。 因为这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
这还关系到跟着我干事业的所有员
工！” 北京龙人居餐饮企业的负责人黄
晓坦言。 在黄晓看来 ， 团队才是核
心资产 。 一线打仗的兵无论何时都不
是累赘， 不是负资产。

门店不能开张营业 ， 又必须保
证员工的稳定和安全， 黄晓带领公司
中层成立了临时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指 挥 部 ” 。 “由 我 负 责 ， 安全总监
做执行组长， 统计每家门店湖北武汉
籍的员工人数， 建立职工运行轨迹和
每日体温的监测档案。” 黄晓说。

消毒宿舍， 安排起居， 监测身心
健康……目前， 留京的一线员工分别
住在40个宿舍中， 除了保证留下来的
员工的工资外， 公司还给大家提供一
日三餐的食宿。 截至目前， 留京的300
多名员工无一例感染 。 记者了解到 ，
为了不让员工 “乱跑”， 从大年三十开
始， 该公司取消了原本定下的联欢会
和聚餐。 而且拢住大家， 还会用视频

来抽查员工留宿情况。 每天都会安排
专人负责员工餐， 宿舍长也是各门店
店长亲自分餐， 并且对菜品、 用餐人
数等进行记录， 员工餐具使用前消毒
等。 此外， 安排管理组的专人每天两
次为员工测量体温， 严格记录员工体
温。 而且每天三次定时对员工宿舍进
行清洁消毒通风并记录， 门店每天三
次清洁消毒， 保证员工健康。 为了疫
情后能够更好的服务顾客， 让顾客吃
得更加放心和安全， 公司开通线上直
播组织全员一周三次的学习， 学习完
之后大家之间一起分享学习心得。

对内稳定 ， 对外捐赠 。 3月8日 ，
龙人居南礼士路店收到了一封感谢信，
寄信人是汽北小区的全体保安。 原来，
该店已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为这些
抗疫一线的保安员们送去了 “爱心
餐”。 “原本是想力所能及的做点事，
但求心安。 没想到我们的付出得到了
暖心的回馈， 这几天陆续收到社区保

安的感谢信、 顾客送来的口罩、 居委
会大姐送来的两箱草莓。” 黄晓说， 自
2月20日起， 龙人居川军本色各家门店
给辛苦在疫情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和外
卖小哥， 每天中午做38元餐标6个菜单
的 “爱心餐”， 共7个外卖站12个社区，
至今累计送出近6000份。 “我们每天
都会搭配不同荤素种类的菜品， 并提
前和社区志愿者沟通菜品， 努力保证
防控一线工作者的营养需求。” 龙人居
五道口店店长陈豪杰说。

说起为何送 “爱心餐 ”， 黄晓介
绍， 大年初二晚上， 他和家人看到新
闻中播出了一个画面———武汉当地的
一个饭馆去支援当时只能吃泡面的医
务工作者， 于是， 他和家人决定 “我
们也捐”。 “我们公司最好的就是三峡
鱼了。 今年大年三十， 我刚从重庆运
了6000斤鲜活的三峡鱼到北京， 店里
的客单价大概170元左右 ， 几百块一
条 ， 我想这是我能给的最好的东西

了。” 黄晓说， 在各方的帮助下， 最终
大年初四中午开始， 把2000斤三峡鱼
一共分了4次送到潞河医院食堂。 “我
只想用最擅长的方式为抗击疫情做力
所能及的事。” 黄晓说， “抗击疫情的
社区工作人员都奋战在防疫执勤一线，
不少人中午只能以泡面 、 零食充饥 。
我希望能让他们吃好饭， 心无旁骛地
全力抗击疫情。”

据了解， 制作 “爱心餐” 的食材、
员工工资和水电费， 对餐饮企业来说
都是不小的开支。 “坚持做下去， 经
济上有压力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 黄
晓表示： “‘爱心餐’ 既是我们餐饮企
业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担当， 疫情不
退， 我们的 ‘爱心餐’ 就不会停！” 此
外 ， 龙人居有一支齐心协力的团队 ，
共同研发新菜品， 适合家庭消费人群。
面对复工复产， 增加半份菜给一人食
客群 ， 外卖流水逐步恢复到闭店前
20%的水平。

对职工负责，承诺不裁员
对抗疫一线感恩，送上“爱心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