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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宵夜是广东人重点用餐需求之一。 日前，美团外卖发布今年上半年平台订单大

数据，发现今年上半年广州人夜宵外卖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60%。 在广州市的 11 区中，夜宵外卖订单量

白云区居首，其次是天河区和番禺区。

教育部发文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

不得安排学生到娱乐性场所实习

多个应用商店疑下架小红书 App

小红书：正在积极沟通解决，已下载用户不受影响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

昨日不

少用户反馈， 小红书疑似在多个安卓应

用商店下架。 小红书方面表示正在与相

关部门积极沟通解决。

昨日有用户反馈，小红书 App 在应

用宝及华为、OPPO 等安卓端应用市场

无法下载， 疑似被下架。 记者在腾讯应

用宝中尝试搜索小红书 App，未能找到。

而在 Realme 手机的官方应用商店中搜

索，则得到“小红书内部优化中，暂不提

供下载”的反馈。 对此，小红书向记者回

应称， 目前公司正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

解决。 据其介绍，已安装小红书 App 的

用户， 正常使用不受影响。 对于网上流

传的“无限期下架”说法，小红书方面表

示传言不实。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所

谓“无限期下架”不等于“永久下架”，指

的是等到整改通过后，可以恢复上架。

网经社电商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向记

者透露， 小红书疑被下架或与部分用户

发布内容违规有关。 有业内专家向记者

表示， 内容治理已成为互联网内容平台

面临的共同问题。 去年以来，包括快手、

B 站（

哔哩哔哩）

等内容平台先后都曾遭

遇下架整改。

小红书方面向记者表示，公司 2018

年 9 月以来已出台多项内容治理措施。

包括根据广告违规词限制，对化妆品、保

健品、 食品类商品的内容描述展开全面

清查；升级技术手段，严惩数据造假、虚

假笔记。 近期还推出了举报反馈机制。

对于小红书被下架， 有用户表示非

常可惜。市民陈小姐说，她几乎每天都打

开小红书，浏览知名博主的更新。“虽然

已下载用户不受影响，但我刚换新手机，

暂时就没法重新下载了。 ”

作为生活方式社区， 过去两年小红

书 App 因快速增长备受关注。 2019 年 5

月，小红书对外公布用户量超 2.5 亿，社

区每日产生 30 亿次的图文、短视频内容

曝光，其中 70%的曝光出自 UGC

（用户

产生内容

）的内容。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

Trustdata 发布的 2019 年 6 月移动互联

网全行业排行榜，月活排名前 30 的应用

中，除了微信、淘宝等国民级应用，以及

输入法、地图搜索等工具型应用，以今日

头条、腾讯视频、抖音、小红书等为代表

的内容平台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信息时报讯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近日， 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普

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意

见指出， 高校和实习企业要为学生提

供必要的条件及安全健康的环境，不

得安排学生到娱乐性场所实习， 不得

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 不得扣押学生

财物和证件。

近年来，在高校和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共同努

力下，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入，大学生实

习工作稳定开展、 质量稳步提高。 同

时，部分高校对实习不够重视、实习经

费投入不足、实习基地建设不规范、实

习组织管理不到位等现象仍然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整

体提升。为进一步提高实习质量，切实

维护学生、 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

益， 教育部就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

校实习管理工作提出相关意见。

意见指出，要加强实习组织管理。

高校应当会同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

计划，明确实习目标、任务、考核标准

等，共同组织实施学生实习。实习指导

教师要做好实习学生的培训， 现场跟

踪指导学生实习工作， 检查学生实习

情况，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问题，做

好实习考核。 严禁委托中介机构或者

个人代为组织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意见称， 高校在确定实习单位前

须进行实地考察评估， 确定满足实习

条件后，应与实习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管理责任。

未按规定签订合作协议的， 不得安排

学生实习。

同时，要做好学生权益保障。高校

和实习企业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条件

及安全健康的环境， 不得安排学生到

娱乐性场所实习， 不得违规向学生收

取费用，不得扣押学生财物和证件。实

习前， 高校应当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

险或人身伤害意外险。

此外，还要加强跟岗、顶岗实习管

理。 严格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实

习协议的签订， 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 严格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的规定， 除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及

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外， 每天工作时

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不

得超过 44 小时， 不得安排加班和夜

班。 要保障顶岗实习学生获得合理报

酬的权益， 劳动报酬原则上不低于相

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 要保

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安排未

满 16 周岁的学生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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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宵外卖订单数

上半年城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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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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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广州夜间外卖订单

量增速，同期上升超 60%

全国人民最喜欢在 21-22

时点夜宵外卖， 这个时段的外

卖订单量占夜宵外卖订单总量

约 40%。

其中， 广州该时段的外卖

订单量占夜宵订单总量近

60%。

最受青睐的夜宵时段

凌晨 4时夜宵

外卖订单量 TOP3城市

深圳

广州

上海

1

3

2

广州夜宵

外卖订单量排名

1.白云区

2.天河区

3.番禺区

4.海珠区

5.越秀区

6.花都区

7.荔湾区

8.增城区

9.黄埔区

10.南沙区

11.从化区

广州人夜宵

最爱点的菜品 TOP5

娃娃菜 金针菇 韭菜

豆腐串 热狗

广东省高校夜宵下单排名

1 2 3

4 5

1.广州工商学院

（佛山）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大学城校区）

3.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学院）

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白云校区）

5.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6.肇庆学院

7.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8.华南师范大学

（大学城校区）

9.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渔沙坦）

10.暨南大学

（广州天河校区）

广州一市民在2019年上半年

下了522单夜宵外卖，平均每天下

2-3单，问鼎广州夜宵“单王”

“一人食”和“二人食”成主力军

在广州，28%的夜宵外卖来自

一人用餐，48%的夜宵外卖来自两

人用餐。“一人食”和“二人食”成为

外卖夜宵市场的主力军。

数据来源：美团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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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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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4:00

）外卖夜宵数据

外卖平台发布今年上半年广州宵夜外卖大数据

娃娃菜受欢迎“单王”半年订宵夜52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