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晚安”，
温暖了夜归的心

■ 何珂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无论今天开心过或是难受过，
坚持过或是遗憾过， 愿你始终有着拥抱生活的勇气，开
启崭新的明天。 晚安，明天见。 ”

当你乘坐最后一趟地铁，走出车厢，耳边传来如此
甜美的祝福， 心里会不会涌动起一丝温馨或一丝感动？
近日，杭州地铁晚安计划试点上线，搭乘杭州地铁 6 号
或 16 号线末班车的乘客， 都能在走出车厢步向站外的
时候，听见一句来自地铁的晚安与祝福。 不少网友为地
铁的人性化服务点赞。

对很多人而言， 地铁的两头连接着生活与工作，一
头是工作单位，一头是家。早晨，很多上班族乘坐地铁从
家奔赴公司，迎接一天的挑战，傍晚或深夜，拖着一身疲
惫，又赶乘地铁回家，地铁就像是一列承载着梦想的车，
记录了他们的轨迹，也记录了他们的悲欢离合。因此，地
铁的环境对于很多乘客来说，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那些
赶末班车的乘客而言，更是如此。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后，
在深夜走进地铁站，那治愈系的“晚安”问候，无疑是一
句最好的心灵抚慰，温暖了不少夜归人的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地铁“晚安”的举措虽小，却
体现了城市服务的人性化，增添了在城市打拼者的归属
感。如今，不少地方有城市驿站，这些驿站或身处闹市街
头，或在不起眼的角落。 驿站内有免费茶水、免费 Wi-
Fi、免费充电等服务，面积虽小，却能够让人们在这里停
留休息，满足某些时刻简单却急切的需求；越来越多地
方的公共场所开始有了第三卫生间，这是一个“中立”的
空间，它不仅可以满足异性家长陪孩童“方便”的需求，
还可供亲属陪护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残疾朋友如厕，城
市不仅要减少人们的如厕尴尬，还要使人们在城市生活
地更加便利……

一声晚安、一个驿站、一间厕所，折射出一座城市的
温度与文明。 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的
细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使政府有形之手、
市场无形之手、 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 地铁晚安是
“说”出来的，城市美好却是“干”出来的，只有政府、社
会、市民协调协同，才能成就一个个“甜美创意”，温暖一
个个城市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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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新刚需””吗

规范服务和管理，要便捷更要放心

虽然存在争议， 但作为无接触配送的配套
服务设施，现阶段智能取餐柜的价值毋庸置疑。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纷纷
就餐饮外卖无接触服务发布相关通知。

通知中，基本都提到了要建立取餐柜管理
制度 ，制定并落实日常维保 、环境温度 、卫生 、
防盗 、清洁消毒等保障措施 ，同时要求居民小
区、写字楼、医院、高校等场所管理者会同外卖
平台方做好外卖取餐柜维护管理工作，为消费
者提供放心舒心的存取餐环境。 由此可见，外
卖智能取餐柜能否扮演好守护无接触配送“最
后一公里 ”的角色 ，服务和管理是否规范至关

重要。
日前， 我国首个 《外卖智能取餐柜管理规

范》团体标准发布，对外卖智能取餐柜的功能、
质量、选址、服务流程和运营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些要求为提升智能取餐柜的规范化管理奠定
更好的行业自律基础， 进一步提升了外卖履约
环节的安心、安全水平，有利于营造放心、舒心
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

《规范》明确了食品存取的要求，例如消费
者超过 30 分钟仍未取餐的，互联网平台、商户
或运营商应及时通过系统通知、短信、电话、配
送员提醒等方式提示消费者尽快取餐， 以保障

餐饮等食品从出餐到消费者食用控制在安全时
间范围内。 在日常管理和清洗消毒上，明确规定
商户、 运营商应建立智能取餐柜运营管理制度
和清洗消毒制度， 配备相应人员负责取餐柜的
日常管理、定期清洁消毒，并定期检查取餐柜的
运行状态和卫生状况， 确保取餐柜的正常运行
和清洁卫生。 在设备要求上，明确外卖智能取餐
柜宜根据实际使用场景配置保温、冷藏功能，进
一步提升保障食品安全的水平。

专家建议， 进一步加强餐饮外卖服务环节
疫情防控，推广铺设智能取餐柜，还需有关部门
积极引导公众接受无接触配送方式， 协调写字
楼、居民小区、医院、高校场所管理者、业主委员
会等管理方与网络餐饮平台等投放运营方达成
合作， 在适合条件的楼栋下或指定场所设置餐
饮外卖无接触取餐柜。

商家、物业、App的这些行为违法
商场开启人脸识别摄像头，信息被“无感”

收集；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不同意不
让进；App 捆绑授权强制索取人脸信息，不确认
不让用……现在，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构成侵害
自然人人格权益。 针对人脸识别信息利用方式
的“野蛮生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
定》），并于近日在全国施行，对经营场所滥用
人脸识别技术、小区“刷脸”进门等进行规范。

《规定》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
息问题的细化， 对人脸识别所涉及的信息范
围、主要场景、处理流程均予以回应。 其中明
确，处理“人脸信息”和“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
成的人脸信息”均是需要规制的对象。 《规定》

所应用的场景不仅包括宾馆、 商场、 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还
包括了小区物业和线上应用场景。 此外，《规
定》规制的是人脸信息处理的全流程，即收集、
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经营门店“无感式”收集人脸信息是否违
法？ 《规定》指出，在宾馆、商场、银行、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
或者分析的情形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
行为。 因此，商家不仅不应违法使用采集到的
人脸识别数据与存储的人脸识别数据进行验
证、辨识，而且更不应违法使用人脸识别数据
分析个人的年龄、健康、情绪、心理等具有个人
特征的信息。

对于物业强制要求验证人脸信息进出小
区，《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
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
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
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专家解释，小区物业公司无权要求业主将
人脸识别作为进出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物业
管理者如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在录入和使
用人脸信息时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
的明示同意。

针对手机应用程序捆绑授权、强迫同意索
取人脸信息的行为，《规定》指出，即使信息处
理者已经获得自然人关于处理其人脸信息的
同意，只要信息处理者有以下情形之一：要求

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的，但是处理人脸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所必需的除外；信息处理者以与其他授权
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
的；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
信息的其他情形，自然人的同意并不妨碍对信
息处理者违法行为的追责。

遇商家“索脸”要注意什么？ 当面临商家等
信息处理者索取人脸信息时，一定要求商家将
如何处理人脸信息等规则予以公开。 如遇到未
公开或未明示等情形，信息处理者就可能构成
侵犯人格权益。 此外，《规定》还从人格权和侵
权责任角度明确了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
脸信息的性质和责任，以及从物业服务、格式
条款效力、违约责任承担等角度对滥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进行了规定。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取外卖成为不少人头疼的事，尤其在小区、写字楼、高校等地，一
道“关卡”拦在门外，使外卖无法直达消费者手中。因此，智能取餐柜顺势进入公众视野，解决外卖
临时放置问题，实现无接触取餐。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
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通过推广铺设智能取餐柜
等形式，提升外卖送达的便利度。

助力疫情防控，便于临时存放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收货码，找到对应厢门，
取出外卖。 近日，在合肥（蜀山）电子商务产业园
的写字楼入口处，新添了几组智能取餐柜。 柜门
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物品。 扫码后，柜门
自动打开，取外卖就像取快递一样。

“以前，外卖送到了只能放在安保人员的办
公桌上，有时候午间外卖太多了，桌子摆不下，
甚至直接放在地上，不仅不卫生，找起来也十分
费劲。 ”在园区内上班的李女士说，现在方便了，
外卖放进柜子里，手机会收到到短信提醒，扫码
就能取。

“为了解决员工取餐难问题 ，我们在电商
园一至四期 、 跨境电商总部基地及蜀山科创
中心增设了 9 组智能取餐柜 。 取餐柜可有效
避免外卖骑手与顾客直接接触 ， 实现无接触
配送 ，不仅解决了以往送餐不规范的问题 ，还
缓解了我们的疫情防控压力。 ”蜀山高科园区

发展有限公司是合肥市蜀山经开区产业园的
管理方 ，相关负责人王靓告诉记者 ，每个取餐
柜有 42 个独立小格子 ，有大 、小两种规格 ，方
便不同尺寸外卖存取。 “取餐柜还具有消毒功
能 ，每天凌晨自动开启和关闭 ，保持柜内干净
卫生。 ”

对外卖配送员来说， 外卖取餐柜提升了送
餐效率。 “现在不少地方送餐需要在门卫处登
记，十分繁琐，耽误时间；有的地方压根不允许
送进去，只能跟顾客电话联系后，放在门口，一
不小心就发生错拿外卖的情况。 ”负责合肥市政
务区配送的外卖骑手郑飞说， 现在不少写字楼
一楼大厅都安装了智能取餐柜。 “以前午餐高峰
送写字楼的外卖，光等电梯就要好几分钟，下楼
更是层层停。 现在放到取餐柜里，平均每单能省
三四分钟。 ”

疫情之下，无接触配送、智能取餐柜成为外

卖消费的新习惯。 据了解，外卖智能取餐柜已在
全国各地部分核心写字楼、社区中心、医院陆续
落地试运营。 某外卖平台的合肥区智能取餐柜
投放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去年 12 月进入合肥市
场，目前全市已有 90 多个投放点位。 在收费模
式方面，不管是顾客还是骑手都可以免费使用。
“为了防止外卖存放时间过长， 造成柜内污染，
这 90 多个点位每天都有运维人员定时清理，夏
季每 12 个小时巡查一次， 秋冬每天巡查一次。
如果发现是食品等容易腐败变质的， 与顾客联
系后取出丢弃；如果是普通商品，则由顾客决定
送上门，还是继续存放。 ”

推广价值存争议，投放条件受限制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外卖总体单
量达到 171.2 亿单， 外卖市场交易规模达 8352
亿元，用户规模已接近 5 亿人。 面对如此大的体
量，安装智能取餐柜不失为缓解末端配送压力、
实现无接触取餐的好办法。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网信办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落实网络
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
导意见》，也明确提出推广铺设智能取餐柜等形
式。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模式能否全
面推广，还存在不小的争议。

“当前配合疫情防控要求，所以下楼取餐 ，

但我点外卖本身是图省事 ，疫情过后 ，还是希
望能送到家。 ”“支持投放取餐柜，放在格子柜
里比放在露天的外卖架上卫生多了，外卖也不
容易丢”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他
们观点却不一样，争议主要集中在卫生条件和
方便程度方面。 不少人对智能取餐柜清洁、消
毒是否到位表示怀疑。 经常点外卖的六安市民
匡明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就像快递驿站一
样 ，如果安装取餐柜 ，会不会给了骑手不送外
卖上门的借口？ ”

据了解， 智能取餐柜通常要安装在人流集

中的区位，还要求位置能方便顾客取餐、能连接
电源，这意味着，投放安装必须要得到物业等相
关管理人员的认可支持。 实际上，不少地方出于
消防安全、硬件设施等方面的考虑，并不认可这
一方式。 从记者走访合肥市区市场的情况来看，
取餐柜主要集中在各大写字楼中，在医院、高校
等还相对较少。

记者联系我省多个地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了
解到， 虽然有关部门支持智能取餐柜的投放，
但目前投放工作仍以市场行为为主。 铜陵市市
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科长夏俊才说：
“针对外卖食品安全的监管， 目前的工作还是
集中在对餐饮服务网络平台和入网实体店的
检查检测，确保资质齐全、用料安全、生产条件
卫生等。 ”

外卖取餐柜

董一帆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