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困扰：
众多餐厅公众号推送消息

渝利火锅、王子牛蛙、西贝莜面
村、辛香汇……南京市民张先生的微
信里总有各种各样的餐厅微信公众号
推送消息，“每去一家餐厅，就要扫码
关注公众号才能点餐，所以现在微信
里光餐厅公众号就几十个了。”张先生
对此非常无奈，“因为很多店经常去
吃，还不能取消关注，不然点不了餐。
但是推送的信息太多了，经常淹没了
重要的信息。”

“有时候夜里刚睡着，手机响了，
以为是什么重要信息，一看微信是商
家公众号推送菜品。”“被迫”关注了太
多餐饮商家公众号的许小姐不定时收
到推送，“本来扫码点单推出来的时候
确实方便些，现在觉得是个累赘。”

消费者疑惑：
为啥扫码不能直接点单？

比起公众号的推送，消费者更担
心的是个人信息的泄露。因为很多商
家扫码后必须要消费者“同意获取个
人信息”“同意获取用户位置信息”“同
意第三方获取信息”，或者要求消费者
必须先注册会员，通常要获取消费者
姓名、出生年月、位置等信息才能点单。

90后周小姐告诉记者，有的公众
号如果不点“同意”就无法点餐，“问餐
厅工作人员，他就让我点击同意。但
我是非常抵触的，用户信息是个人隐
私，为什么不能扫完码就直接进入页
面点餐呢？”

老人苦恼：
吃饭“难”，参与不了点菜

比起年轻人消息推送的困扰，老
年人则面临着外出“吃饭难”的困境和
脱离时代的孤独感。“现在如果不是子
女带出去吃饭，自己不敢去外面吃
饭。”70多岁的市民李先生用的是老
人机，“去新街口吃碗面都要手机扫一
扫，我们老年人不会啊，经常走好几家

店才能找到一家不用扫码的。”
扫码点单虽然让消费者拿着自己

手机就能点餐，但众人围着一张菜单
讨论的热乎劲也随之消失了。“以前和
子女出来吃饭，大家一起看看菜单，说
说笑笑。但现在有些店没有菜单，我
们就往那儿一坐，等着孩子点好菜。”
李先生告诉记者，“手机屏幕字不大，
我们看着也费劲，无法参与点菜。”

记者体验：
有商家表示只能扫码点单

位于江宁区双龙大道的黄记煌三
汁焖锅和王子牛蛙店，服务员都让记
者关注了公众号，也可以用纸质菜单
进行点餐。像老娘舅、老乡鸡、永和大
王这些快餐店都可以进行线下点餐。

消费者可以拒绝扫码点单吗？记
者来到江宁区双龙大道的某家四川小
吃店，店家表示必须关注公众号才能
进行自助点餐，不会给顾客发送广告
信息，但其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文章推送。

只可以扫码才能点餐的现象并不
少，1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新街口中
央商场负一楼一家麻辣香锅店，工作
人员表示只能通过手机扫码点单。当
记者问是否可以纸质点单时，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店里没有纸质菜单。

南京市消协：
消费者有权拒绝扫码点餐

商家只提供扫码点单这一种点单
方式时，“通过菜单点餐这种选择是必
须有的，消费者可以拒绝扫码点餐。”
南京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曹炜表
示，“就像付款方式，可以手机支付，也
要有方便老年人的现金支付，不能说
只有一种，没有其他的。”

扫码点单虽能节省商家人力、提
高效率，但同时也要考虑消费者感
受，尊重消费者选择，更要方便各个
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前全家外出吃
饭是个开心事儿，扫码点单却隔开了
彼此距离，别让“冷漠”的屏幕降了餐
厅服务感。

1月4日，扬子晚报以《南京南站
出租车“绕路”“一口价”现象怎么

“破”？》为题，报道了南京南站部分出
租车存在议价、宰客等现象。报道发
出后，1月4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开
展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百日行动”工
作。在行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南京就要推出出租车车载二维
码系统，以后乘客上了出租车后，通过
扫描电子显示器上的二维码，输入目
的地，不仅能知道整个行程的价格，司
机的姓名、工作单位等信息也能“全掌
握”。针对此前记者报道中的“江宁出
租车一口价”现象，江宁交通局工作人
员回复称，最近江宁区交通局正在配
合执法局在南站开展整治行动。

发现违法行为，目前一律顶
格处理

“你看，这就是作弊器。”在南京火
车站执法人员正在查处的一辆出租车
内，执法人员现场将作弊器从计价器后
面拆了出来，与作弊器配套使用的还有
一个外形小巧的遥控器。“使用遥控器
对着计价器按键，计价器上的里程会变
很快。”执法人员表示，作弊器由不法分
子出售且包安装，他们一般会在带客途
中，用遥控器操控计价器，神不知鬼不
觉地达到多收费的目的。

“你知不知道在站外不能带客？”
“他们拉开车门就上来了哎。”“你开
了多少年出租车了？”“十年了。”“十
年了你不知道不能站外带客吗？”“知
道……”南京市交通综合执法局一支
队稽查组副大队长陈明钟告诉记者，
在南京火车站南北广场范围内，出租
车必须要进入带客区域排队依次带
客，不允许在外面随便揽客或者拉
客。“出租车站外带客、议价、不打表，
都会危害到乘客的权益。”

整个上午共检查出租车83辆，查
获违法行为2起。南京市交通综合执
法局一支队副支队长翟伟表示，对涉
及违法的驾驶员，将采取禁止其进入
两站一场进行经营，改正以后方可恢

复进入两站一场运营，一般是两个月
的时间。“在整治期间，发现驾驶员有
违法行为，一律采取顶格处理，绕道、
拒载都是罚款1000元，同时车辆停
运7天，驾驶员回企业学习。”

南京出租车将推车载二维
码系统，乘客扫描即知全程价格

扬子晚报记者了解到，南京近期
将推出出租汽车行程码功能，乘客通
过扫描二维码，即可实现行程规划、费
用预估、线上评价等功能。记者了解
到，这个车载二维码就在出租车副驾
驶前方的电子显示器上。“显示屏幕上
有个二维码，乘客上车以后扫码，就能
实时定位，录入目的地，就可以知道这
段旅程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驾驶员有
没有绕道，另外也可以进行付款和评
价，丢失物品也更容易找回。”翟伟说，
这个二维码即将在今年上线，上线后，
乘客可以不用记住车牌号，也不用打
印小票，扫一下可以知道司机的全部
信息。

此外，记者了解到，针对南京南
站出租车司机不愿拉近道乘客的做
法，目前南京禄口机场已经开始实施

“等候牌”，如果有乘客打车距离很近，
司机可以进行“报备”，送完乘客回来
后可以“插队”到前排等候。在此，交
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乘客，如果发现
出租汽车绕道、拒载、多收费等违法行
为，请及时拨打市政务服务热线
12345进行投诉，提供上下车地点、时
间和车牌号码等相关信息，便于执法
部门调查核实，尽快处理。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媛园 宋南飞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南通中得
体彩大乐透1000万

1月4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21002期，为国
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亿
元。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
一等奖，其中南通中出1
注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目前，大乐透奖池
为 8.25亿元，1月6日将
迎来大乐透第21003期开
奖。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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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双色球”（第2021002期）
红色球号码：6 10 13 25 26 32
蓝色球号码：1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0注 7105919元
二等奖 185注 142291元
三等奖 1421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7437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005期）
中奖号码：4 6 11 12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00注 2541元
二等奖 5101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73万元。
福彩3D（第2021005期）
中奖号码：8 3 9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862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607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218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003期）
中奖号码：9 7 4 2 0 2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26注 3247元

体彩“排列3”（第21005期）
中奖号码：6 3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835注 1040元
组选3 1093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05期）
中奖号码：6 3 3 7 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84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1月 4日江苏中奖注数

120268注，中奖金额2314174元。
福彩“快乐8”(第202100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3 9 14 15 17 19
23 27 28 30 33 35 36 54
57 58 63 65 6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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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馆子必须扫码才能点菜？
南京市消协表示消费者有权拒绝，餐厅应方便各个年龄段顾客

“扫码—关注商
家公众号—同意获

取用户位置信息—点餐”似乎
已经成了餐厅吃饭的四步骤，
看似简化了点餐程序，实际为
消费者带来了众多困扰和担
忧：商家通过点餐获取用户信
息后意欲何为？老年人不会
扫码点餐该如何吃饭？众多
餐饮店公众号推送信息扰乱
正常生活后，该不该取消关
注？扬子晚报记者对此进行
调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

者 姜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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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推出“百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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