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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后，将政府服务大厅搬进社区——

“活了一辈子，没想到最后成了城里人”

新生高尚村幸福三部曲

□记者 吴俊池

“活了一辈子，没想到成了城里人”，对于很多巩义市高尚村的年长村民来说，在经历了一辈子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后，村内土地经过正和公司的开发和配建，他们转身住进社区电梯楼房，成了不
折不扣的“城里人”。

在交付安置房、规划村民长久生计之后，正和公司还对高尚村今后的生活进行了新型智慧型社区的
规划，在社区职能中引入政府服务，以正和·紫荆城项目为巩义东区的“核心”，未来服务居民数将达到
30万人。

“活了一辈子，没想到成了城
里人”，对于高尚村年龄较长的村
民来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几年
前开始，在巩义市各级政府部门的
支持下，河南正和公司拿到了他们
村里土地的开发权，投资了近七亿
元，为村内盖了18万平方米的安置
房，还在安置区一墙之隔，规划设
计了现代化的小学和幼儿园，每家
每户按照地契，能够分到2套120

平方米的电梯暖气楼房，还有补偿
款，他们将从村子里搬进高楼里，
从田间地头，住进了新型社区，告
别农村生活，他们进城当了“城里
人”。

脱“村”进“市”，是中国城镇化
进程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形式，将

“村民”转变为“市民”，不仅要解决
他们失去土地后的住房问题，更要
在就业、就学、医疗等多方面进行

完善。
正和公司在交了安置房之后，

6万平方米村内商业用房的配建，
将解决高尚村村民失去土地后的
长远生计问题，而这过程的本质，
就是对原有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同时为村民配建了6000平方米的
村民活动中心，“让村民能够享受
到市民同样的便利和服务，将村民
的利益保障做到最大化”。

在巩义最具发展潜力的东区，
建立一个标杆式的新型社区，这仅
仅是正和公司所有战略规划中的
第一步。

“我们将在社区政务服务中，
引入政府的相关职能，比如办理户
口、开具证明、缴纳水电费等，都可
以在我们的服务中心办理”，正和·
紫荆城项目总经理罗卫华向记者
介绍了新型社区服务中心的理念。

据了解，正和公司已经同巩义
市紫荆路办事处达成合作意向，并
与郑州大学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政府、企业与专家共同开展新型社
区的研究和建设，结合正和公司大
数据统计的基础模型，将在社区内
引进基层政务功能的配建，“更好
地为社区及周边居民服务，目前村
民安置区和一期，将作为试点”。

而这个设想，已经被列入巩义

市紫荆路办事处 2018 年工作报
告，并被列为2018年重点工作之
一。

“以正和·紫荆城作为东区政
府管理的‘指挥中心’，同时衍射服
务到周边的社区”，物业管理服务
中心不仅服务紫荆城3万人数量的
业主，更服务周边社区业主，紫荆
城的服务中心将成为巩义东区30
万居民共同的“服务中心”。

“开好头，收好尾”，为
了未来紫荆城业主及高尚
村村民更加便利的生活，
2016年 3月，正和公司同
郑州大学联合，引入智慧
社区的建设模型和理念。

“社区+金融”的理念，
生活便利上门服务，将会
是未来正和·紫荆城项目
的一个缩影，业主可以在

“社区智慧卡”内预存入一
部分资金，除了具备普通
门禁卡的功能外，智慧卡
内资金在业主不使用的时
候会产生利息，同时缴纳
水电费、社区内任一门店
消费，业主都可以通过这
张卡实现结算，“可以做到
真正的一卡在手，随心消
费”。

“同样的产品，可能用
我们的智慧卡在社区进行
购买，会进行额外折扣，让
业主真正得到实惠。”

更重要的是，正和公
司将通过大数据统计的功
能，对业主的消费习惯及

购买频率进行分析，并且
提供相应的社区上门送货
服务，“比如哪个牌子的卫
生纸、洗发水，我们在社区
内就可提供并送到家里，
还能够进行大米、食用油
等产品的统一业主定制服
务”。

“来源于业主，回馈到
业主”，这是正和公司新生
活物业管理服务的宗旨。
无论是将高尚村村民带入
城市转变为“新市民”，还
是为业主提供更加贴心便
捷的生活服务，到引入政
务智能服务周围社区居
民，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新生
活物业管理服务中一次创
新。

高尚村村民也许并不
知道，他们即将接受的新
型社区服务，不仅是他们
对于未来城市生活的期
待，更是未来城市新型社
区全体业主的期待。

脱“村”进“市”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建立政务服务中心 未来要服务30万人

引入智慧社区 一卡在手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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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1日，《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
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治超令。
其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开展为
期一年的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专项行
动。近日，央视《焦点访谈》记者在暗访中发现，
在山东一些地段，花买路钱，带车，几乎是在公开
进行。有货车车主告诉记者，因为运费太低，他
被迫选择花买路钱偷跑这种方式。

今日评论 关键词 “烧钱大战”

理性市场不需要“烧钱大战”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最近高调宣布开城的美团打车，
遭到了当头一棒。据媒体报道，南京
和北京当地的交通运输部门，近日先
后约谈美团打车，分别对外牌车辆和
平台证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
此同时，上海市交通委与美团出行所
属的公司召开沟通会议，要求美团打
车所有注册车辆和人员必须获得上
海市网约车相关经营许可证，不得以
低价竞争的方式扰乱本市网约车市
场。

从2017年末开始，美团就表示要
高调在全国范围布局网约车业务，除
了南京之外，还将在北京、上海、杭州
等地陆续开展打车业务。然而，正所
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在
美团打车踌躇满志的时候，却接连遭
受重创——美团打车被北京和杭州
交管部门约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
团在网约车领域资质不足。换句话
说，美团公开表示在这些城市开展网
约车业务的时候，尚未依法获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确保网约车合法经营、
规范经营，不仅是契合时代发展的大
势所趋，也是维护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的基本保障。从这种角度来看，高调
亮相的美团打车显然还没有做好准
备。

没有获得经营许可的情况下，美
团打车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大举
扩张？这正是上海市交通委所担心
的——不得以低价竞争的方式扰乱
网约车市场。这样的担忧显然不是
杞人忧天，无论是在南京公开招募外
牌车，还是在北京无证的情况下高调
宣布开城时间，都让美团打车饱受质
疑，其高调宣传的“一分钱打车”活
动，更是让一直致力于维持出租车市
场稳定的地方政府部门高度紧张。

提起“烧钱大战”，公众并不陌生，
在网约车“跑马圈地”的初始阶段，这
曾是一些网约车平台攻城拔寨的王
牌。更进一步说，不只是网约车行
业，在O2O领域的很多行业，都曾发
生过硝烟弥漫的“烧钱大战”。告别
了野蛮生长的上半场之后，绝大多数
行业都已经进入精细化运营的下半
场竞争。此时重燃“烧钱大战”的战
火，不免给人以恍如隔世的感觉。尽
管如此，却并不妨碍一些司机和消费
者欣欣然而向往之。

从表面上看，“烧钱大战”能给司
机和消费者带来一定收益，但问题
是，这种收益注定是暂时的，而其对
行业生态乃至市场秩序带来的破坏
却是长久的。在恶性的补贴竞争状
态中，消费者的普遍心理是谁补贴高
我用谁，安全、服务等问题往往很容

易被忽视，由于产品技术创新带来的
体验完全被补贴所抵消，企业注定会
把资金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补贴战当
中，全然不顾精细化运营的长远规
划。在这样的背景中，企业先天不足
的粗放式管理漏洞难免会被无限放
大，一方面很容易视各项政策法规如
无物，另一方面在降低从业门槛要求
的同时难免会泥沙俱下。无论“烧钱
大战”最终战果如何，这些“负资产”
注定需要很长时间去清理，即使博弈
者可以潇洒地“挥一挥衣袖”，消费者
却很难“作别西天的云彩”。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产
物，网约车的蓬勃发展给公众出行带
来了便利，就国家层面来看，对这一
新生事物始终持有开放包容的姿
态。国家层面放开网约车市场本是
为了鼓励竞争，但竞争绝不意味着只
有“烧钱大战”一个选项。“烧钱大战”
看似立竿见影，实际上稍有不慎就可
能引火上身。融资、发展、上市是很
多企业筹划中的路，企业决策者首先
应该明白的是，决定消费者满意度和
活跃度的不只是商家提供的价格，更
重要的是服务质量和安全性。从这
种意义上看，多地对“烧钱大战”说

“不”，不只是为了维持市场稳定，更
是为了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

张强：超限超载的原
因颇为复杂，其中既有物
价不断攀升中的成本上
涨，也有无序竞争中的运
费一路走低，除此之外，执
法不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
有些运输企业可以轻易突
破严禁超载的制度底线，
才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
乱。

面对超载造就的混乱
运输市场，重拳出击正本
清源无疑是必要的，不过，
应该明确的是，这样的重
拳出击不应只是针对运输
企业，更应涵盖以超限站
为代表的执法者。某些运
输企业之所以将超限超载
作为盈利“法宝”，关键就
在于他们深信自己能够突
破超限站，不时见诸报端
的各类超限站丑闻，则在
不断强化着他们的这种认
识，更有甚者，某些超限站
还曾爆出“月票”丑闻。如
果超限站本身不能得以严
格规范，执法者手中的自
由裁量权越大，就越容易

加剧市场的混乱——如果
严格执法被选择性执行，
对于遵纪守法者而言，无
疑将意味着灭顶之灾，而
这不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效应的进一步蔓延。

超载屡禁不止的症结
在于，维护因超载受损的
道路桥梁动用的是财政资
金，而超限站是超载罚款
的实际受益者。在这样的
制度设计下，超限站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是
罚款放行，而不是杜绝超
载现象。要想扭转这样的
局面，关键在于强化对超
限站本身的监督和管理，
由此不仅需要对罚没收入
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管
理，同时有必要规范其人
员 管 理 ，杜 绝“ 以 罚 代
养”。只有超限站真正发
挥出强力约束作用，才能
对运输行业愈演愈烈的恶
性竞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
用，从而倒逼运输行业自
我调整，最大限度地避免
超限超载。

治超先治超限站

融资、发展、上市是很多企业筹划中的路，企业决策者首先应该明白的是，决
定消费者满意度和活跃度的不只是商家提供的价格，更重要的是服务质量和安全
性。从这种意义上看，多地对“烧钱大战”说“不”，不只是为了维持市场稳定，更是
为了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