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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设计师等
新职业越来越多

“因为平时还要工作，所以
团购的事儿现在主要由家人帮
忙。”疫情期间，小柯帮小区的邻
居们牵线采买了一次草莓，由于
口感好品质有保障，团购的朋友
圈越来越壮大，周围小区的居民
也纷纷加入团购群，就这一次偶
然的机会，小柯接触了社区团购
团长，后来加入了两个社区团购
平台，让邻居们能够买到质好价

廉的商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已在新

兴行业就业的新职业从业者比
重为8.2%，19.7%的从业者来自
商业和生活服务业（非新兴行
业），该比重较 2019年的 18.3%
提升了1.4个百分点，仅某平台
上因新业态而孕育的新职业就
超过 70种。这些新职业包括：
2015年后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的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
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在线学
习服务师等；尚未纳入国家职业

分类大典，但已在生活服务业中
有一定规模的职业，如数字化运
营师、互联网在线教育培训师、
密室设计师、收纳师等。

从业者尚未形成规模，但已
经伴随新兴行业发展，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的职业，如社区团购团
长，私影行业的观影顾问、版权
购买师，轰趴馆的轰趴管家，VR
行业的VR指导师，轻食行业的
套餐设计师/卡路里规划师，茶饮
行业的奶茶试喝员，为宠物研发
美食的宠物烘焙师等。

“热爱”“收入”
成两大关键词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1%
新职业从业者为35岁以下的青
年人。在从业原因上，53.9%的
从业者因为收入选择新职业，
50.4%的从业者因为热爱选择

新职业。热爱和收入成为从业
原因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时
间自由则是第三大原因，占比
37.0%。

从收入分布看，新职业从业
者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
力。56.9%的从业者月收入高于
6000元，36.1%的从业者月收入
高于9000元，21.2%的从业者月
收入超过12000元。其中，月收
入高于 25000元的从业者的占
比达到 5.6%，与 2019年持平。
以部分代表性职业为例，根据智
联招聘公布的数据，直播主播的
月平均收入接近15000元。

此外，新职业女性从业者中
的高收入群体的占比有所提升，
月收入超过 15000元的从业者
占比从 2019年的 8.1%提升至
2020年的9.5%。

本报记者王嘉

密室设计师、奶茶试喝员……

这些新职业你知道吗

家住西安的李女士为上班
方便花费 1万余元在单位附近
租了间公寓，没想到刚住俩月，
房东就找上了门，称自己没有收
到房租，要将房屋收回。

通过中介租房一年
刚住俩月就被撵走

10月 16日，李女士向记者
反映自己的这一遭遇称，自己在
小寨附近上班，今年7月初她在
某租房APP上看中了一套位于
长安中路西旅国际中心的公寓，
于是拨打了网站页面上显示的

“房东”电话。
李女士描述，这一过程中，

她发现一个可疑的细节，“网站
页面上写的房东直租，但我打电
话过去后对方说他不是房东，而
是位于南门的一家房屋托管公
司。”

因急于租房，李女士在了解
了租金和房子的简单情况后，便
和该公司业务员签订了租赁合
同。

“对方给我介绍，房子租金
年付的话 1300元一个月，季付
1500元一个月，我想着反正要住
挺长时间，干脆一次性交了一年
的钱，还交了1250元押金，共付
16850元。”这一过程中，李女士

没有见过房东，也没有房东的联
系方式。

七月中旬，李女士住进了这
间公寓。9月19日，下班回来的
她突然发现房门上贴了一张纸，
上面留着房东的电话，要李女士
尽快和她联系。

“电话里，房东告诉我托管
公司跑路了，她没有收到租金，
让我立刻搬家。”李女士到小寨
路派出所报了案，第二天回到了
自己的另一处住所。等她21日
再回到西旅国际，发现房子已被
断水断电，她只能搬走。

涉事公司已两次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在李女士提供的一份租赁
协议上，记者看到，给其出租房
屋的公司名叫西安城璞遇家公
寓管理有限公司。

据其介绍，9月 20日，她曾
前往该公司想要讨个说法，结果
发现此处早已人去楼空。之后，
她又前往该公司所在的长安路
派出所报警，在此处遇到不少和
她一样因为这家公司跑路，蒙受
损失的受害者。

“有受害者把我拉到了一
个维权群，据我了解，目前这样
的群已经建了两个，一个群已

达到 500人上限，另一个群有
300多人。”其介绍，这些人之
中，有人被房东赶出门无家可
归由“群友”收留，有人被房东
强制拆掉电表，有人在派出所、
法院和律所之间来回奔波……
受损最多的足有 3万余元。“大
家都处于非常焦灼的状态，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

李女士告诉记者，这一过
程中，城璞公司也曾有人联系
租客、房东代表协商，给出了一
个解决方案，但这一方案遭到
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对方称，
可以给我们赔付，但只能赔付
半年，并且要减去已经住了月
数的金额。也就是说，我明明
只住了两个月，却只能拿回4个
月的租金，损失太大了。”

李女士表示，目前，受害的
租客和房东已在派出所进行了
信息登记，并向雁塔区法院提起
了诉讼。她希望，执法部门能尽
快调查此事，给大家一个满意的
处理结果。

就李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
前往这家位于南门外长安国际
中心的公司走访核实，但公司大
门紧锁，并无人员上班。公开信

息显示，西安城璞遇家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5日
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郭某。今
年，该公司已两次被西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碑林分局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一次为4月17日，一
次为9月21日，列入原因均是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
法联系。

中介跑路，租客房东利益
受损投诉无门，这样的案例层
出不穷，仅本报就报道了 10余
起。为了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管
理，保护住房租赁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10月 9日正式实施的
《西安市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管
理办法》，明确提出建立住房租
赁资金监管制度，住建等部门
指导住房租赁企业在银行设立
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将租金押
金纳入监管账户，规范企业经
营行为。

有了资金监管，是否就意味
着，托管式租赁企业即便经营出现
问题，也不能再一跑了之了……
如果你也有过类似遭遇，请你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965369反映。

本报记者 张晴悦 实习生
刘杨闻笛吕峰

中介收房租跑路 房东撵租客
房屋托管公司骗了房东又坑租客

10月17日，《时尚有我·共克时艰》2020中国战
“疫”暨第三届中国时装画大展在西安美术学院西部美
术馆开幕。

据了解，大展展出的183幅作品是线上线下从全
国各大院校师生、设计师和艺术家的2000余幅作品中
遴选出来的。展览将持续到10月25日，之后将在全国
多座城市巡回展出。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中国时装画
大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陶颖）10月 14日 16
时 40分左右，万里出租汽车公司陕
A5A65K驾驶员杜一兴驾车在吉祥路
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吉祥商业街口
时，他看到路边一位男士在着急挡
车。将车靠边停下，另一位男士弯着
腰，一只手捂着腿从一旁走来。“挡车
男子跟我说，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到就
近的医院，受伤男子上了车，我看到他
的裤腿处已渗出了血，我赶紧打着双
闪就走了。”杜师傅说，车行途中，乘客
腿上的血越渗越多，捂着的手上都是
血。到达医院后，杜师傅将乘客扶进
医院，看到其接受治疗后，并未收取车
费就离开了。

17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伤者王
先生，王先生表示，自己14日在工地上
进行安装时，不慎被电锯碰到了腿，是
杜师傅为自己的治疗争取到了宝贵的
时间，非常感谢。

男子施工中受伤
的哥忙送医

本报讯（记者 张晴悦 实习生
刘杨闻笛 吕峰）今年2月初，居住在
西安市新城区的原告许某通过微信朋
友圈认识了被告郑某，了解到居住在
福建省的郑某正在销售电子额温枪。
因正处于疫情暴发期，医疗用品供货
比较紧张，许某遂与其协商，订购电子
额温枪 400台。双方达成一致后，许
某即通过微信向郑某转账货款 14万
元，郑某承诺收到货款后立即向许某
发货。然而收到货款后，郑某并未按
照约定发货，经许某多次催促，郑某仍
未发货。2月 20日，双方协商解除合
同，郑某答应退还货款 14万元，但返
还部分货款后，剩余7.2万元货款郑某
一直未退还。许某索款无望后，将郑某
诉至新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剩余货
款7.2万元。

考虑到郑某在福建省，路途遥远，
加上疫情原因参加庭审不便，法官决定
通过网上开庭审理此案。近日，本案通
过陕西法院微庭审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基本事
实均予以认可。经法官主持调解，双方
最终达成一致协议，郑某同意分四期返
还原告货款7.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此案调解结案。

网络购物起争端
网上调解化干戈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实习生吕峰
刘杨闻笛）讨债未果后，冲动的魏某向
债主挥起了砍刀。

今年6至7月份，魏某先后从张某
手里分批次购买了 20多万元的加油
卡，之后，魏某将其中一部分油卡转手
卖了出去。8月份，魏某收到客户反
映，称油卡被冻结了。于是，魏某联系
张某要求退款，张某承诺后续会将钱
款退给魏某。然而，客户一直在催魏
某退款，魏某这边却迟迟收不到张某
的退款，为了给客户一个“交代”，魏某
决定上门讨债。

9月 10日，魏某背着事先买好的
砍刀来到张某的公司向张某索要欠
款，未果后，怒上心头的魏某直接拿出
砍刀将张某砍伤，张某逃走后，魏某又
将其办公室内 8台电脑显示屏和 1个
鱼缸用砍刀砸烂。之后，魏某被公安
机关带回调查。

近日，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魏某因琐事与他人发生冲
突，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一级，
其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罪。

男子讨债未果
持刀伤人被抓

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密室设计师、收纳师
……在生活服务业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下，众多新职业应
运而生。目前，都出现了哪些新职业？他们的收入怎样？
智联招聘联手美团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生活服务
业新业态和新职业从业者报告》显示，超过五成从业者因
为收入选择新职业，两成从业者月收入超过12000元。

《西安给房屋中介“紧螺丝”》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