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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进入 7 月以

来，暑期旅游市场迅速升温，跨省游成为

消费者的热门选择。飞猪日前宣布，7月

22 日起，“飞猪任性飞”机票产品将加场

加量。除现有的 10点和 20点两个场次，

每天将新增 15点场，总量在 4万份的基础

上增加至 5 万份，且仍然不限航司、不限

航线、不限出发时间，最低可 66 元飞全

国。

飞猪的“大手笔”源自强劲的市场反

应。飞猪数据显示，平台上的跨省团队游

和“机票+酒店”自由行产品销量迅速超过

10万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14%。

自国家文旅部宣布开放跨省游以来，

全国陆续已有包括山东、青海、江西、贵州

等 14个省份恢复跨省游。多个OTA平台

数据显示，对暑期游、跨省游相关内容的搜

索量激增。

马蜂窝此前透露，热门目的地如杭州、

厦门、成都、西安、重庆的搜索量相比政策

出台前涨幅均在300%以上。南麓岛、泸沽

湖、枸杞岛、呼伦贝尔大草原、稻城亚丁这

些相对小众的户外景区景点搜索量也上涨

了3倍。

而同程艺龙的数据显示，7月 15日其

平台上国内酒店预订间夜量同比增长超过

了30%，创疫情以来新高。

另据携程统计，三亚、海口、昆明、成

都、重庆、西安、郑州、广州、深圳、上海等地

机票搜索热度大幅上涨，三亚以580%的涨

幅排名第一。

同时，伴随着暑期的到来，学生群体成

为出游主力军。美团数据显示，学生群体

暑期旅游消费复苏率达52%。

热门目的地酒店的入住率也明显上

升。多家酒店集团数据显示，7月以来各

地酒店入住率显著增加，自然环境好、设有

亲子房及亲子活动并提供相关暑期优惠政

策的酒店尤受欢迎。业内人士表示，一方

面今年暑期家庭出行意愿增加，另一方面，

出行计划更加谨慎，因此卫生措施严格、活

动空间大的酒店反弹显著。

7月 20日，刚刚下调卫生防疫级别的

北京也宣布放开跨省游，而北京一向是暑

期国内亲子旅行、游学旅行的热门目的地，

预计未来一个月中，往返北京的机票和旅

游产品价格会持续走高。

飞猪调研数据显示，超六成的消费者

计划今年增加旅游预算，增加金额达 2000
元以上。同时，疫情使得消费者更注重出

游安全，定制游、小团游比以前更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陈烁）特斯拉日前发布

的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二季度营

收 60.36亿美元，净利润为 1.04亿美元，连

续4个季度实现盈利。

此前，已有部分汽车制造商公布 Q2
财报，多家车企出现销量、利润大幅下滑的

情况。受疫情影响，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

的生产和交付也一度停滞，业内人士曾分

析这将影响其在北美甚至全球的交付量和

盈利。而在关键时刻，上海超级工厂贡献

出巨大力量，助力特斯拉再度实现盈利。

乘联会数据显示，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

交付了3.1万台车辆，占其全球销量的3成。

上海超级工厂的神速建成和使用被称

为“中国速度”，为特斯拉在中国的阶段性

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去年 1月开工，

到 12月底交付车辆，上海工厂用时不到 1
年。更难得的是，上海超级工厂基本未受

到疫情影响，成为国内最早复工的制造企

业之一，且工厂员工无一人感染，迅速完成

了产能爬坡。

最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保证

Model 3标准续航版的正常交付外，还提

前交付了Model 3长续航版车型，这些都

为中国区提升销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工厂生产密切相关的，是销售门店

和服务网络。特斯拉在全球采用直营模

式，门店数量直接决定销量。以一线城市

为主，目前特斯拉门店基本实现了一二线

城市全覆盖，快速扩张的门店帮助特斯拉

拿下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随着对一二线城市新能源市场的覆

盖，特斯拉又开始进行渠道下沉，5月开业

的常州店就是最新进展。渠道下沉意味着

特斯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始在更大范围

内扩展。

疫情期间，特斯拉“直营门店+官网下

单”模式提供了安全和便利，使其保持了稳

定的订单量。

充电的便利程度是影响消费者购车决

策的重要因素。当前，公共充电桩仍存在

比例不协调、服务跟不上、布局不合理等问

题，因此厂商自建充电桩显得尤为重要。

特斯拉是车企中自建充电桩数量最多

的一家公司，目前在中国拥有超过2500个

超级充电桩，2400个目的地充电桩，遍布

主要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热门自驾路线。超

级充电技术为特斯拉车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性，解决了充电焦虑问题。

特斯拉表示，今年将新建超4000个超

级充电桩，这一数字是过去5年建设总量的

两倍，并加速推进V3超级充电桩的布局。

同时，特斯拉还在努力通过本土化来

迎合中国消费者。近一年来，通过空中下

载技术，其不断加大车机中本土内容的比

重，先后引入QQ音乐、腾讯视频、爱奇艺视

频、喜马拉雅音频以及欢乐斗地主、欢乐麻

将等游戏，今年1月，又引入了百度地图。

今年4月，特斯拉入驻天猫商城，上架

个性化配件、精选商品以及试驾服务，这是

特斯拉本土化渠道拓展的一次突破。

另外，特斯拉在今年二季度致股东函

中透露，下一个美国超级工厂选址已确定，

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今年晚些时候，特斯

拉将在3个大洲同时建造3家工厂。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58同

城发布的《保洁消费者调研报告》显示，

在消费者购买的服务中，2小时保洁、空

调清洗、油烟机清洗是消费者使用前三

的家政服务。

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家政的需求

整体持偏中性态度，选择保洁服务的消

费者最看重打扫的专业性。在购买原

因中，卫生死角需要专业人士处理、钟

点工打扫更干净、自己没有时间位居前

三。

此外，在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家政服

务上，众多用户更青睐选择购买服务。

其中，空调/油烟机清洗、家电维修需求

较为旺盛。选择购买油烟机清洗服务和

空调清洗服务的占比最高，分别为 55%
和46.1%。

另外，家电维修类服务交叉购买显

著，占比51.9%。

伴随着服务需求的上升，家政市场

的人才需求也在持续增长。本月 58同

城发布的家政行业就业大数据显示，在

家政招聘需求上，整体环比上升 1.49%，

同比上升 20.76%，月嫂、送水工、育婴

师/保育员、家政保洁等大部分职位招聘

需求环比、同比双升。

在薪资方面，该报告显示，今年6月

整个家政行业的平均支付月薪为 7762
元，环比上涨 1.44%。其中，宠物护理和

美容职位的月薪排名第一，达到 10142
元。其次是月嫂职位，月薪达到 10117
元。此外，洗衣工职位支付月薪同比上

升第一，上升幅度高达 60%以上，达到

7670元。

飞猪跨省游产品售出10万件 同比上涨114%

暑期旅游市场火爆 酒店预订创疫情以来新高

上海超级工厂助力特斯拉再度实现盈利
净利润1.04亿美元 连续4个季度盈利

58同城发布保洁消费者报告

家政市场人才需求持续增长

浦东消防 FEATURE检查养老服务机构80余家 整改火灾隐患83条

浦东消防推动养老机构消防标准化建设

6月份，浦东消防支队各中队

共接出警 1218起（实警 1038起），

出动车辆 1641 辆次，出动警力

12881人次，营救遇险人员 92人，

疏散被困人员 167人，抢救财产价

值1046万元；其中火警出动110次
（实警 71起），出动车辆 267辆次，

出动警力 1841人次；抢险救援出

动 498次（实警 424起），出动车辆

515辆次，出动警力 4412人次；社

会救助接警出动 266次（实警 258
起），出动车辆272辆次，出动警力

2127 人次；其他虚假警接警出动

343次，出动车辆586辆次，出动警

力4492人次。

火情通报

■本报记者 张敏

今年以来，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

高监管力度、强化帮扶指导、建立长效机

制，整合区民政、消防部门资源，推动养老

机构消防安全提档升级。

“我们抽调了 7名业务骨干，联合民

政、安监、规划、街道等相关部门，成立专

项工作联合检查小组。”浦东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7个监督检查组对

惠南镇黄璐养老院、心悦养老院等养老服

务机构进行上门检查指导。

检查组主要督促养老机构制定落实

严格的用火、用电管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

施，列出各单位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清单，逐项提出整改意见及整改方案，明

确具体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时限，并将检

查、整改情况通报属地街道。

截至目前，检查养老服务机构 80余

家，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60余份，整改火

灾隐患83条，约谈隐患单位10余家。

“我们还联系区民政部门，制定了养

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实施

方案、验收标准等。这样机构可以开展常

态化自评自查。”该负责人介绍。

其间，支队发挥“店小二”服务精神，

先服务、后监督，先教育、后执法，先宣传、

后处罚，挖掘养老机构内在消防安全需

求。在区层面对接区民政局确定联络员，

在属地对接机构确定“辅导员”，“手把手”

协助单位制定 16类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18项消防工作记录，并以案例解析形式指

导单位消防负责人、管理人将消防工作融

合到单位运行的各个环节。

同时，支队组织召开养老机构联席会

议和消防安全约谈会，督促养老机构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完善消防安全规

章制度，明确消防管理部门和人员，落实日

常消防检查、巡查，制定灭火应急疏散预

案，建立微型消防站并开展经常性演练。

目前，所有列入重点单位的养老机构

已全部建立微型消防站，并纳入消防指挥

调度体系，通过帮扶指导、电话抽查、实地

督导拉动等方式，抽查检查微型消防站运

作情况。

“我们还有 3支宣讲队伍，由消防队

员、微型站骨干、平安志愿者组成，由他们

专门进入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宣传。”支队

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消防安全集中培训

已经进行 3次。支队还印刷发放消防宣

传海报1000张，宣传手册500册。

在提升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支队还

引导养老机构安装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

淋设施和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联入远程监

控系统；对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养老机构，

指导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报警探测器和

简易喷淋装置，加强消防设施技术改造和

器材配置，落实定期检测及维护保养。

支队还与区民政部门共同研究拟定

《关于加强敬老院规范化建设与管理的实

施意见》，从人员配备标准、员工培训教育

等方面进行细化，进一步完善政府支持、

社会帮扶等长效保障工作机制。

7月20日，影院有序恢复开放营业。7月21日上午，浦东消防救援支队保税区大
队开展影院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制和日常防火巡查是否
落实，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此次检查发现5处隐患，当场整改4处，针
对不能当场整改的，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明确了整改时限及措施。图为消防队员

在影院开展检查和指导。 □本报记者 张敏 文 浦东消防支队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连日来，我国南

方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汛情形势严峻。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党委抽调全市水域

救援精干力量集结、备勤待命，7月 19日

300名增援力量增援安徽芜湖。

作为总队水域救援的重要组成力

量，今年以来，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着

眼水域灾害形势和任务需要，外出培训、

专家授课，常态开展潜水、冲锋舟驾驶、

横渡、水域救援搜索等科目训练，加强对

救生衣、橡皮艇、手抬泵以及个人防护器

材等装备的检查、保养和测试，围绕现场

通信、侦查搜索、展开救援、抢险排涝等内

容，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集结拉动、实

战演练。

到达集结点后，支队组织水域救援专

业队员熟悉器材、维护装备、交流研讨，并

进行应用科目实操实训。

■本报记者 张敏

暑假已至，儿童安全事故多发。日前

晚上7点21分，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接

到了一个抢险救援任务，季景路上有一名

10岁左右的小女孩，在小区内玩耍时，由于

天色比较暗，没看清堆放在绿化带旁的建

筑材料，右腿小腿不慎被一根钢筋插入。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根直径

1厘米粗的钢筋，插入得很深，几乎对穿

了小女孩的右小腿。指挥员立即对现场

情况进行了评估。因为钢筋插入过深，无

法现场直接取出，必须转移至医院进行救

治。指挥员决定，立即用钢筋速断器进行

剪切，大约 3分钟，救助完成。小女孩被

120救护车送往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救

治。经后续了解，手术后的小女孩已经出

院，正在家中养伤。

浦东消防支队安全提示：暑期已经开

始，儿童安全事故也开始多发，建议家长

加强对孩子监管和保护，并加强安全教

育，避免孩子独处，以防事故发生。

影院复工影院复工 检查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安全

浦东消防支队开展水域救援训练

女孩玩耍受伤 消防队员紧急救助

浦东消防支队水域救援专业队员开展应用科目实操实训。 □浦东消防支队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