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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外卖机器人

A06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日本为何用机器人当外卖小哥

人手难招机器人当起外卖小哥

劳动力紧缺，
日本研发机器人送外卖；
潇湘晨报通讯员讲述日本劳动力到底多短缺
50个日本劳动者中就有1个是外国人
世界观
“一千万劳动力人口不足的时代就要到来！
”
十几年前，
日本的专家们大声疾呼。十几年过去
了。现在，
日本正式进入了一千万劳动力人口不足的时代。
花式提高生育率、
招徕外国劳动力、
研发各种机器人……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日本
招式百出，
但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日本国立人口与经济研究所预测，
长此下去，
再过十几年，
日本
的劳动力人口将减少到四千万人。这意味着日本将进入两千多万劳动力人口不足的时代。
那么，
日本劳动力究竟短缺到什么程度呢？

日本长崎，市民正在机器人酒店的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图/人民视觉

潇湘晨报特约通讯员吴超群 张剑波 东京报道
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华人群里看到这样的消息：
“有对日本介护留学/日本特定技能工作签证感兴趣
的朋友，
请联系我，
我可以帮助到您”
“募集留学生兼
职，负责打包搬货，时给 1000 日元，报车费”……日

前，
由于日本劳动力持续紧缺，
再加上新冠疫情期间
应尽量避免人员接触，
自主驾驶技术及机器人开发企
业 ZMP 推出一款名为“DeliRo”的机器人，定于 8 月
在首都东京投入试用，
为特定区域的顾客送外卖。
事实上，在日本待的年头越久，越不由得正视
日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雇不到人干活，
店家被迫关门大吉
去年，我应朋友之约去郊外体验“野外生存”。
从东京中心往外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发现原来
是耕地、农田、村屋，都变成了荒山野岭，成了体验
“野外生存”的好地方。我的日本朋友里面，开小公
司的小老板更有好几家已经关门了，理由就是有订
单但雇不到人干活，只好关门大吉。
其实，在 2019 年，日本政府就已估算出预计将
有 60 万人的劳动力缺口，而农业人口在最近 10 年
间减少了约 40%，劳工人手严重缺乏。专家预计，到
2060 年，日本农村将有三分之一成为无人村，耕地
至少一半荒芜。一位东京大学教授甚至夸张地说：
十年后日本的农业将消失。因为，现在日本从事农
业的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 67 岁，十年后就是 77 岁
了，
干农活很困难了。
值得一提的是，
我认识的好几位教授，
如今已经
兼职起农民来了。他们在工作之余，就到乡下去种
地。原来，
日本地方政府有一个奖励政策，
只要耕种

当地的农地就补钱并提供必要的农具和技术指导，
栽
种的瓜果蔬菜自己食用。于是，
一些
“富贵闲人”
就跑
去乡下种地。我也体验过一次，
十几亩地、
几十个学
者专家和一大批大学生，
最后得到稀稀拉拉的庄稼蔬
菜。显然，
这是个劳民伤财的笨办法。
此外，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布
了 2020 年 2 月 1 日为止的人口确定值，日本总人口
为 1.2355 亿人，较去年同期减少 50.8 万人。包括在
日外国人在内的总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30.5
万人，降至 1.2600 亿人。日本总人口已连续 10 年减
少，且今年减少的总人口数再度创下史上之最。其
中，15 岁以下人口只有 1514 万人，39 年来的持续减
少，新生儿占比也是 46 年来的最低。15 岁至 64 岁
的“劳动年龄人口”共有 7487.7 万人，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少了 40.4 万人，创下史上最低水平。而与短缺
的劳动力相对的是，日本中小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
的大幅增长。

劳动力不够怎么办呢？二十多年里，相关专家提出
了很多办法。
提高出生率是日本政府最下力气的政策，搞了三十
多年了，还设了“少子化对策大臣”官位来专门解决这个
问题。但是，
现代人“自由”
惯了，这个方法收效甚微。
再来就是接受移民，日本成为移民国家。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
在技能实习生增加等因素的带动下，
外国劳动
者人数达到 127 万人，
创下历史新高。50 个劳动者中就有
1 个是外国人。很多到日本旅游的人会发现，
各地商场、
宾
馆、名胜地都有不少外国人提供服务的身影，我认识的拿
难民签证的叙利亚人朋友就是在便利店工作为生。
2018 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包括接受单纯劳动力在内
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等修正案。之前日本在接
受外国劳动力时，一直以研究者和具有高度技术的高端
人才为主，原则上不接受外国人单纯劳动力。修正案允
许“技能实习生”换工作（以前不可以）；
“技能实习生”与
日本人可享受同等或以上薪酬待遇；获得“特定技能 2
号”的“技能实习生”可申请永住（永久居留权，也相当于
事实上的“移民”
）。这就为接受单纯的外国人劳动力提
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是日本改善用工荒的大手笔。
因此，劳动力丰富、对日本的薪酬也很满意的越南、
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青壮劳动力大量涌入日本，
不少在日本从事建筑业的华人老板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东
南亚，开始委托国内的派遣会社，帮助雇佣、派遣东南亚
的劳动力来日本务工了。
但是，
即使常住日本的外国人数量连续7年增加，
仍无
法扭转日本整体劳动人口创新低的局面。而且日本社会极
其保守，
对接受移民非常抵触。去年，
通过
“技能实习生”
法
案的安倍政权就受到日本社会的猛烈批判，
安倍不得不反
复解释：
这绝不是接受移民。因为日本的各级领导人都是
要靠选票成为政治家，
所以，
没有人敢提
“移民”
这个词。

讨论修改交规以适应机器人上路
赴日的务工类签证，从最早的见习生到研修生再到
如今的技能实习生，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一直在大大放宽
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的签证审查标准。不过，日本
政府所谓的“放开”，主要是针对大手企业，如大型汽车制
造业工厂、服装厂、农业组合等企业，由于自身实力强，签
证手续很容易被批下来，而且可以是几十人乃至上百
人。而对于中小型建筑业而言，同样的手续，也就能成功
办理 1、2 个人。时间上来说，一般都要 2 至 3 个月，而现
在手续、资料变得繁琐，小企业招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办
一个人长到需要半年时间。再加上，日本建筑行业有淡
季、旺季之分，一般外来劳动力去企业，都是固定工资，对
于缴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年金、加班也有严格要
求，即便是淡季，也要按时按量发放工资。这样的人工成
本，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也就需要智能
机器人来改善这个情况。
日本非常注重机器人研究，很多行业采用了机器
人。不少来日本旅行的华人朋友都晒过恐龙主题机器人
酒店的照片，里面办理入住、退房使用了无人化。除非有
特殊情况需要按铃，不然真人服务员是不会露面的。我
就入住过长崎豪斯登堡的机器人酒店，里面利用不同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服务上百间客房的宾客，而这些机器人
只需两至三人进行操控，节省了相当的人力成本。
现在，由于疫情也不容乐观，为解决劳动力供需矛
盾，就又有公司推出了“新职业”的机器人。日本政府也
鼓励研发这类外卖机器人，希望今年有更多机器人投入
试用。并且，日本警察厅下属一个专家组已经着手讨论
修改交规，以适应机器人上路的新情况。
目前，已经有 200 家中型企业与其达成了采购企业
相关机器人及使用智能服务的业务。据该公司调查，
机器人装备在房地产开发、食品饮料制造业及物流服
务业备受关注，不少公司商家也正计划增加机器人设
备的支出。

特朗普欲推迟大选，
佩洛西：
没门
据新华社电“推迟选举，
直到人们能够适当、
有保障地、
安全地投票？”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月 30 日提出推迟 2020 年美
国总统选举投票日期的可能性，
理由是邮寄投票将使大选结
果
“不准确”
和
“具欺骗性”
。但随后他又称不希望推迟选举。
就在特朗普发推文前大约 15 分钟，美国今年二季度经
济 数 据 公 布 ，显 示 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按 年 率 计 算 下 滑
32.9%，
创 1947 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特朗普：
邮寄投票是一场灾难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邮寄投票是一场灾难，是外
国干预（美国）选举的一种简单方式。他声称，通过广泛的
邮寄投票，
“2020 年将是历史上最不准确和最具欺骗性的选
举。这将使美国非常难堪。”但特朗普未就他关于邮寄投票
的说法提供证据。
特朗普随后以问句形式提出：
“ 推迟选举，直到人们能
够适当、有保障地、安全地投票？”
在遭到广泛反对之后，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
体上说：
“必须在选举夜知道选举结果，而不是几天、几个月
甚至几年之后！”邮寄选票计票通常比现场投票计票慢。
此外，
特朗普在当天下午的白宫记者会上说：
“我想看到
（选举）日期变更吗？不。但我不想看到一场不公正的选举。
”

预选阶段多州邮寄投票比例激增
眼下，距离美国大选不足百日，美国新冠疫情却仍在恶
化中。民调显示，由于对疫情和种族不平等问题应对不力，
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在全国主要民调和关键摇摆州民调
中支持率显著落后于其民主党对手、前副总统拜登。一些
调查甚至预估，部分传统倾向于共和党的“红州”恐怕也要
倒戈。疫情也使得两党选战难以按照传统方式展开，这对
擅长大规模竞选集会造势的特朗普不利。尽管特朗普 2016
年曾成功“打脸”几乎所有民调，截至目前的调查数据显示，
如果再不扭转战局，
他今年有可能遭遇惨败。
近些年来，美国大选邮寄投票比例趋升，但远远低于现
场投票。受疫情影响，今年预选阶段多州邮寄投票比例激
增，普遍预期 11 月大选时邮寄投票选民人数将达美国历史
最高水平。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更倾向于现场投票，而民
主党选民因疫情原因更倾向于邮寄。如果邮寄选票数量足
够庞大，即便现场投票特朗普占优，选举最终结果也可能发
生逆转。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 7 月 30 日称，特朗普提出推迟大
选可能犯了一个“战术错误”，表明他“竞选连任的弱势地
位”，
“ 一个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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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并未当真指望选举能被推迟，而
是在为质疑可能对他不利的选举结果作铺垫。此外，面对
疫情和经济跌幅双创纪录，制造新的新闻热点有助于在一
定程度上转移选民注意力。

推迟总统大选的可能性大吗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选举日期、地点和方式的权力
归国会参众两院所有，且国会有权进行修改，而总统没有这
些权力。因此，在法律层面，特朗普没有权力推迟总统选
举。由于国会众议院由民主党掌控，特朗普推迟选举的可
能性非常低。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施洛斯指出，美国历史上
从未有哪名总统成功推动选举改期，
“即便在内战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天空新闻频道推断，特朗普应已认
识到这一点，因把连任希望寄托在经济强劲之上，他“宁愿
大家谈论美国民众面临的经济绝望以外的任何事”
。
特朗普的提议很快招致民主党乃至共和党国会领导层
反对。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
国宪法关于授权国会设定总统选举日期的内容，驳斥特朗
普。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每 4 年在 11 月第一个周一的翌日
举行总统选举。若想修改日期，须经国会重新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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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永受贿案一审被判死缓
据新华社电 7 月 31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
受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
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赵正永
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赵正
永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陕
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
西省人民政府代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
揽、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事项上谋取
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17 亿余元。其中 2.9 亿
余元尚未实际取得，
属于犯罪未遂。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正
永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
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
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
刑。鉴于其收受部分财物系犯罪未遂，如实供述
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均已查封、扣
押、冻结在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
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赵正永
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乌克兰伊朗就客机赔偿问题磋商
据新华社电 经过 6 个多月的努力，围绕乌
航客机事件赔偿问题的磋商终于开始。乌克兰
外交部长库列巴 7 月 30 日说，伊朗代表团当天在
基辅就乌航客机事件赔偿问题与乌方开始磋商。
库列巴表示，磋商的过程将不会轻松，乌外
交部将尽最大努力为遇难者家属争取最高赔偿，
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乌方将不惜时间和精力查
清事件真相。
库列巴 7 月 14 日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乌
克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的技术人员组成
的专家组将在法国对失事客机黑匣子开展数据
读取工作。库列巴说，发生在伊朗的坠机事件是
刑事案件，在未查清真相前，对该事件的任何解
释都为时尚早。
今年 1 月 8 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
音 737-800 客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霍梅尼国
际机场起飞前往乌首都基辅，但起飞后不久坠
毁，机上 167 名乘客和 9 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伊朗军方之后发表声明说，客机是被伊朗军方
“非故意”击落，事故系“人为错误”所致。乌克兰
与伊朗两国政府围绕赔偿金、客机失事原因调查
以及移交失事客机黑匣子等问题反复协商，但未
能达成一致。

俄战机一月拦截4次美军侦察机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防部 7 月 30 日发布消
息说，俄战机当天在黑海上空拦截了两架试图抵
近俄边界的美军侦察机。
消息说，俄南部军区防空雷达当天在黑海上
空监测到试图抵近俄边界的一架美军 P-8A“海
神”巡逻机和一架美军 RC-135 战略侦察机，随
后派出苏-27 歼击机升空拦截，成功将美军飞机
驱离。
消息说，俄战机的飞行严格遵守相关国际
法，战机在完成拦截任务后安全返回常驻地。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经常抵近俄边界进
行侦察活动，俄罗斯对此坚决反对。7 月 1 日、14
日和 27 日，俄战机曾对黑海上空的美军侦察机
实施拦截。

总统被起诉后夫人又感染新冠
据新华社电 在巴西总统新冠检测转阴后
不久，巴西总统府 7 月 30 日宣布，第一夫人米歇
尔·博索纳罗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同一天，巴西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
已超过 260 万例。
而在此前，代表巴西 100 多万医疗专业人士
的社会组织巴西统一卫生联盟阵线向位于荷兰
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巴西总统博
索纳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充满了“蔑
视、忽视和否认”
，犯下了危害人类罪。
据巴西卫生部 30 日下午公布的疫情数据，
巴西 24 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7837 例，累计
确诊 2610102 例；新增死亡病例 1129 例，累计死
亡 91263 例。
巴西总统府社会传播秘书处在公告中表示：
“米歇尔·博索纳罗 30 日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她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总统府医护团
队正密切关注第一夫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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