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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发布骑手就业报告：
战“疫”中平民英雄频现

中国外卖骑手获全球关注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杨霄 文图

骑手对外卖工作最看重的点

战“疫”，他们是认真的！
关键时刻外卖骑手没掉链子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宅家防疫
成了民众的日常，平日里简单的外
出就餐、购物也变得不那么容易，
甚至还让人心生几分畏惧。此时
的外卖骑手担起了责任，将一单单
外卖和跑腿订单，送到用户手中，
他们是抗疫一线的
“逆行侠”。
例如，在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和
全国各地，美团骑手承担着部分医
疗物资、医生餐食以及居民日常生
活物资的配送工作。美团骑手用
不停滚动的车轮和完成配送后指
尖划过手机后那潇洒的
“已送达”，
共同筑就了城市民众日常生活的
坚实防线。
郑州优秀骑手吕国强，在疫情
期间依然坚守岗位。
“ 在确诊人数
每天都往上跳的疫情暴发期，也是
民众宅家意愿最强烈的时期，作为
骑手，我也担心过。”吕国强说，美
团及时推出了“无接触配送”以及
免费为骑手提供口罩、消毒液等措
施，这才吃了颗定心丸。
事实上，为了保证外卖骑手的
人身安全，疫情期间，美团提出要
“让每一位坚守者，都有最坚硬的
铠甲”，公布针对骑手防控新冠肺
炎的“全过程保障计划”。其中包
括，统一为美团骑手提供从检查到
治疗各阶段最高 30 万元特殊保障
金补助，为因疫情就医的骑手家人
提供生活关爱金以及疾病慰问金、
门急诊医疗费用报销等高 10 万元
特殊保障金补助等。
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们穿梭在
寒冷且人人自危的城市街头，不仅
为一个个家庭、防疫值守者、医疗
机构等准时送达餐食，更是向公众
传递着温暖和安全感。

外卖不是中国特产
战“疫”期凸显外卖强链接
外卖行业绝非中国特产，但中
国外卖业发展最为蓬勃，尤其是在

的数据：2019 年国庆前夕，在来
自河南的美团外卖骑手中，名叫
“建国”“国庆”“国强”的骑手共
有 1477 人，其中在河南工作的骑
手有 389 人。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这 389 名骑手的总配送距离
长达 15 万公里，加起来可绕地球
4 圈。
如上数据从侧面证实，河南
籍骑手在美团骑手行列中所占比
例举足轻重。美团报告显示，
2019 年，共有 56.8%的骑手通过
外卖骑手工作实现本省就业，总
占比接近六成。河南、山西、广
西、江西、安徽、黑龙江六个省
份的本省就业比例最高,均超过
90%。
此外，美团报告显示，2019
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
达到 398.7 万人，比 2018 年增长
23.3%。而在疫情发生后，该平
台已经新招聘 38.5 万骑手。新增
骑手特指在平台新注册且有收入
的骑手。
为什么在疫情周期，会有这
么多人愿意做骑手？
外卖骑手工作作为一种新的
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有效扩大了部分群体，特别
是学历不高、手艺不强的难就业
群体的就业规模。外卖骑手工作
易上手，多劳多得，覆盖全国众
多市县，更有利于从业者实现就
近就业。
此外，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
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溢出劳动
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疫情期间
的从业者就业弹性，维护了疫情
期间的社会就业稳定。
从疫情期间新增骑手来源地
看，53.9%的新增骑手为本省户
籍人口。
受疫情影响，湖北新增骑手
的本地就业率上升，在各省市中
的排名从 2019 年第 15 名上升到
疫情期间的第 5 名，这体现了湖
北大量骑手就地就近就业、为生
活创收的情况。
而在全国本地就业的新增骑
手中，开放性选项“加入骑手的
原因”包括：疫情期不能闲在
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能复
工没收入，房贷车贷都要还；出
租车行业没有活干，要养家糊口
等。其中，64%的骑手对时间灵
活最为看重，在诸多因素中排名
最高。

疫情之下。
虽然全球都有外卖市场，但中
国外卖对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不断加持，驾轻就熟，形成
了独特且极健全的产业经济。
在平日，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
可以让外卖小哥来回跑动次数最
少，每次送单路径最短，确保非高
峰时段平均 30 分钟内完成订单的
同时，提高整个网络的运行效率。
在战
“疫”周期，更能实时指引外卖
骑手绕过封闭区域，不断调整最佳
配送路线。
与境外市场有所不同，国内各
类线下实体商家在战“疫”周期转
入线上的效率极高，消费者更迅速
适应了
“线上宅生活”
。
《美团报告》显示，2 月下旬以
来，国内的餐饮、百货、超市、菜场、
烘焙、鲜花、医药等无法短期复工
的商家，迅速登录了线上平台，与
消费者重建链接。尤其是餐饮行业
的适应力最强。此外，美团充分发
挥线上线下融合、科技、数据等方
面的优势，率先推出
“无接触配送”
新模式，发布
“无接触配送”服务标
准《无接触配送服务规范》，为服务
消费注入了新的内涵。由此，
“无接
触配送”得到了各行各业的积极响
应，并在不同应用场景中催生出
“无接触团餐”
“无接触自提”
“无接
触餐厅”
“无接触安心送”等多重新
服务模式。
另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
“全国 2019 年美团骑手本省就业比例 TOP10
餐饮商户复工指数”
和
“全国餐饮消
费复苏指数”
显示，
截至 3 月 23 日，
全国餐饮商户复工率达到77.6%。
2020 外卖产业大会上发布的
《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显
示，预计 2019 年全年外卖行业交
易额将达到 6035 亿元，同比增长
30.8%，即将开拓出一个万亿级规
模市场。

河南成外卖骑手主要输出地
400 万骑手已在美团挣到钱
美团曾经发布这样一组有趣

曹新志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送餐

上周，美团骑手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是全球经济社会对中国外
卖经济、骑手职业的价值重估。尤其在战“疫”周期，这一骑手群体中
诞生了无数个平民英雄。
3 月 19 日，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间美
团骑手就业报告》
（以下简称《美团报告》）显示，2019 年，通过该平台
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约 398.7 万人。河南籍骑手又是该公司外卖小
哥的主力方阵之一，分落在国内各个城市，这包括那些奔袭在武汉战
“疫”一线的“逆行者”。
为何中国能催化出如此庞大的骑手职业？疫情下的城市，显现
出的外卖业价值该如何重估？请看《美团报告》揭开的秘密。

河南骑手坚守武汉
交警敬礼给他勇气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丁洋涛 文图
美团武汉骑手曹新志，是一个 40 岁
的河南信阳汉子。这份新工作对他来
说，颇具戏剧性。2019 年 12 月末刚刚
入职，不久即遇武汉疫情暴发，导致春节
无法回家。
虽说是新人，曹新志的成绩却着实
不错，没多久就追上了片区的骑手“单
王”
。
但事实上，穿上骑手外套并不会变
成超人。在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封城”
前，留给曹新志的并非“要命、还是要钱”
单选题。毕竟，那是在武汉，是全国战
“疫”
的暴风眼。
2 月初，美团平台计划为当地一线
医护人员送物资，曹新志是“首发阵容”
之一。
“ 求财”也好、求“好人好报”也罢，
总之，这个朴质的河南汉子在走出家门
那刻，
就意味着他放下胆怯和自身安全。
“公司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好，我每天
都穿着防护服送餐。”曹新志说，即便如
此，他也没敢告诉家人。他的兄长是信
阳的一名村干部，隔三岔五就要对这位
滞留异乡的兄弟问候安全。但如让家人
得知他每天穿防护服在给医院送餐，家
里顷刻间
“炸锅”
是大概率的事儿。
过往的两个月，各省大夫是曹新志
接单的常客。在他负责的片区，有武汉
本地医生，也有江西、河南、广东等省援
助武汉医疗队。正月初九那天，他送了
300 份餐到一家医院，临走前，医生突然
向他鞠躬。
“给医院或医生送过的东西很多种，
饭、点心、茶等。我们也没多交流，多说
他们眼泪都要出来了，还能说什么呢？
看他们的眼神，你就懂了。”这是曹新志
对疫情下，人与人传递温暖的方式的概
括。
在过往两月，曹新志经历了很多诸
如此类的故事。比如，广东、江西等省的
女医护人员喜欢吃水果，每次见他送单
上门就像见到“救星”，她们非要拉着他
合影；比如，他去给一位武汉某医院的护
士长送馄饨，看到对方满头是汗、衣帽湿
透、面容极度憔悴，曹新志向她提出，可
以用自己的车每天送她上下班。
“看到这些舍命拼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心里挺难受的。所以去送东西，也没
觉得辛苦。”曹新志的工作时间不断拉
长，
每天花 12 小时、跑上百公里。
每天奔袭在武汉城内的那几条路，
连道口值守的交警们都跟他熟了。偶尔
在某个路口骑车飞过，
曹新志会看到有交
警在向他敬礼，
这让他感受到自己属于这
个城市，
在战
“疫”
最难时给了他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