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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建“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本报记者 李 哲

为方便群众生活，全国

很多地方都在推进“一刻钟

社区服务圈”建设。北京市

近日决定，将创建 200 个“一

刻 钟 社 区 服 务 圈 ” 示 范 点 ，

力争在全市社区实现解决便

利店、早餐、美容美发、代

收代缴等大部分生活需求。

“ 一 刻 钟 ”便 利 生 活

正如精巧的细胞，看似“最基层”，却远
没有那么简单，社区服务也是如此。单言
社区服务提供的主体，就有居民委员会、公
益机构、物业管理方、企业，还有小商小贩，
可谓五花八门，难以尽述。

居民的需求由谁来满足才能最佳？有
观点认为，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社区服务，
因为政府统筹力最强；也有观点认为，社会
组织作服务主体最为理想，因为其不以盈
利为目的。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多元主体的引
入，既有利于政府将有限资源用于社会核
心公共服务及设施的供给，同时又有利于
形成竞争机制，以实现更优质、更充足的社
区服务。其中，商业主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虽然“社区商业”作为一个概念提出还
不久，但实际生活中，居民们享受到的购
物、美发、洗衣、家政等诸多社区服务早已
实现了商业化运作。有调查显示，近年来，
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零售业普遍
受到打击。然而，在北京市的超市企业中，
扎根社区发展的超市却依旧保持了高速增
长态势。

一种“邻里中心”的新业态是“超市发”
正在追求的方向。超市发总裁李燕川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大卖场将不再是超市的

主要形式和主营业务，其中半数面积要开
辟为银行、洗衣店、药店、擦鞋店、缝补店等
服务功能区。“凡社区居民需要的便利服
务，这里都能提供。”李燕川说。

与此同时，受相关政策影响，高端消费
出现锐减，多数百货企业不得不重新自我
定位，蓬勃发展的社区商业成为了它们的
瞄准对象。记者了解到，在华堂右安门店
离 场 后 ，王 府 井 百 货 将 把 那 里 改 造 成
Mini Mall，主要满足附近社区的儿童消
费、家纺、餐饮等需求。

而作为社区商业的主体，便利店也将
变身为搭载洗衣、缴费、餐饮、快递等多种
业务的综合平台。随着一大批零售、餐饮、
生活服务品牌连锁企业积极向社区延伸发
展，社区服务网点将从小规模、分散型经营
逐步向规范化、连锁化经营转变，社区商业
服务的便利度和安全度不断提高。

在社区商业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政府
的监管和支持、个人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
依然必不可少。健身设施及场地的提供、
为老人提供的便利服务、为和谐社区而设
的调解工作等等环节，在市场看来是微利
甚至无利可图，但对于和谐社区的构建却
意义重大，这样的领域必须依赖政府和社
会机构的作为。

“ 邻 里 中 心 ”新 业 态

北京将出台北京将出台
霾预报预警行业标准霾预报预警行业标准

北京已成立气象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
会，完善气象标准体系设计，目前正在制定

《霾的观测判识》《霾的预报和预警》等行业标
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将修订，
各项排放门槛将更加严格，标准为强制性标
准，不晚于明年 6月出台。

点评点评：：北京去年共发布地方标准 121 项，

不少标准的发布都直接围绕治理“城市病”。

而即将出台的标准无疑是对“史上最严环保

法”的细化、落实，将更有效地加强对污染源

的监管及约束，还百姓一片蓝天。有了明确

标准，更要切实执行。

游客不文明记录游客不文明记录
将保留超一年将保留超一年

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的《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即日施行。办法规定，
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由省级旅游主
管部门报送或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会举报等渠
道采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形成后，旅游
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
措施，挽回不良影响，必要时向公安、海关、边
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

点评点评：：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不断增

加，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在网络上曝光后引

发关注。现在相关部门对症下药，出台新规

明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一

至两年，就是为了减少乃至杜绝相关不文明

行为，同时建立起文明旅游的长效机制。这

样，才能让文明出游成为共识，让不文明者积

极改正。

有虐童记录者有虐童记录者
没有收养资格没有收养资格

近日，一些虐童事件触目惊心，“收养”问
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据了解，需收养孩子
的南京市民，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估打分；民政
部门将按分数高低，择优选择收养家庭。同
时，还将实施严格的“一票否决制”，即离婚三
次以上、有犯罪记录、有传染病、有虐待儿童
记录，有吸毒、酗酒、赌博嗜好的家庭一律没
有收养资格。

点评点评：：虐童行为不仅会给孩子造成身体

伤害，更会给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严重创伤。

南京市的做法值得称道。我国 《刑法》 规

定，虐待罪一般采取不告不理原则，但儿童

一般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受到直接监护人或

较为亲密的人虐待常常不容易被发觉。因

此，将家庭成员之外的虐待儿童行为纳入

《刑法》 调整范围内，并将虐待儿童罪纳入

公诉案件，由公安部门介入调查，检察院进行

公诉，才能更好地打击虐待儿童、侵害儿童权

益的行为。

逾四成大学生逾四成大学生
盼月薪超盼月薪超80008000元元

人人网毕业季近期公布的就业调查统计
显示，仍有 50.9%的大学生未收到用人单位
的就业通知。就业压力不小，大学生们对待
遇的期望却不低，在全国调查中，超过四成人
对月薪的期望是 8000元至 10000元。

点评点评：：现在的大学生拥有较强的自我意

识，加之生活成本较高，很多大学生自然对收

入期望就会很高，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工

作赋予我们的不仅是收入的多少，更是在工

作中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大学生在找工作

时，除了保证基本生活，应更多注重职位是否

合适，能否拥有更多发展空间。

朋友聚会结束，郭先生家里多出来不
少饮料空瓶，如果扔到楼下的垃圾箱需要
来回两三趟。只见他拿起手机简单操作了
一番，不久就有工作人员上门取走了他的
空瓶子，并留下了一块价值相等的肥皂。

上门回收再生资源，并提供等值的日
用百货，已经成为了方庄社区最普通的生
活场景，即使家里只有一个空瓶或者一张
报纸，依然会有人为您服务。

“我们公司是去年 9 月份开始在方庄
社区运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1 万多用
户了。预约我们的服务十分简单，只要用
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行。”在再生活科技
公司的一处集中处理点，工作人员小王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

在移动终端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互联
网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越发明显，许多服务
一旦实现“互联网+”，就立刻贴上了便利、
低价的标签。

一睁眼就有早饭吃，这并不是白日
梦。“good 猫早餐”会将早餐在预约时间
送到哈尔滨市民手中，如果晚一分钟就完
全免单。这样高效的服务却不收取配送
费，即使 2元钱一杯的豆浆也可送货上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苛刻的送餐
要求，其背后却只有一个 26 人的团队！而

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全城“零
距离”配送到家，需要人员密集的物流体
系，而“good 猫早餐”却实现了物流的

“零投入”：早餐生产早期由加工厂代工，从
工厂到站点配送由第三方物流公司完成，
而最为关键的社区“最后 100 米”，则吸引
小区超市店主等来完成，每卖出一份早餐，
加盟店主基本能拿到售价 20%的收入。
目前，迅速扩张的“good 猫早餐”已经吸
引到了 1亿元的资金投入。

社区商业这门“身边的生意”还越来越

受到电商的青睐。京东“拍到家”将向用户
提供 3 公里范围内生鲜及超市产品的配
送；1 号店“社区直达”主要为市民提供肉、
蛋、米、油、蔬果等日用品；好邻居已开始试
水与电子商务搭载，开展网上订送餐和社
区代收快递等增值服务⋯⋯

据了解，北京将用 3 年时间分步骤在
智慧社区、新型现代社区等具备信息化条
件的 1000 个社区智能终端普及推广生活
服务信息，在实现信息查询服务功能的基
础上，逐步实现预约、支付等服务功能。

“互联网+”是平台、是点子、是高效的
资源整合，实现“互联网+”服务的社区便
有了智慧社区的雏形，而智慧城市、智慧中
国也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

“ 互 联 网 + ”的 智 慧“ 互 联 网 + ”的 智 慧

购 空 气 净 化 器 ，这 些 你 还 需 知 道
本报记者 孙 璇 实习生 李铭皓

问题一：市场上有多少空气净化
器标有 CADR 值？

4月 4日，记者在北京苏宁电器公主坟
店 3 楼看到，各式空气净化器排满了半个
楼层。卖场内，记者仔细查看下，仅在一台
标价为 1499 元的美的净化器铭牌上看到
了“固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280m3/h”字
样，而大多数净化器上除了价格，并没有任
何标识。

CADR 值去哪了？“不让贴了。”见记者
疑惑，苏宁销售人员解释道，从去年的七八

月份开始，北京市工商局规定，家用电器销
售不准粘贴任何宣传标识，CADR 值就在
规定中。

“但是所有净化器都有检测的 CADR
值。”另一位苏宁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展区
内的净化器是供顾客了解内部构造用的，
而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出具的 CADR 值，
只能在产品的说明书中查看到。然而，在
一台夏普净化器上，记者发现了一本未拆
封的说明书，在首页的检测报告中，列有

“PM2.5净化效率”、“甲醛净化效率”、“除菌
率”，却并没有 CADR值。

线上情况如何？在京东商城，记者在
热销产品中随机查看了 30 台空气净化器，
29 台在“产品规格”处标记有 CADR 值，但
是这个数从何得来，购买者却无从知晓。
即便是飞利浦、夏普这样的大品牌，也只是
附上了几份获奖证书，而不是 CADR 值检
测报告。

陈 佰 会 说 ，去 年 的 数 据 显 示 ，至 少
60%以上的产品没有标注 CADR 值，但适
用面积基本都有，因为这是消费者最直观
的选购参考指标。“今年年初，国家工商总

局开展了对净水和空气净化器行业正确宣
传的整治工作，加之新国标有望出台，商家
和消费者开始重视 CADR值。”

问题二：国产空气净化器靠谱
吗？滤芯多久须更换？

宋广生指出，我国空气净化器科研技
术在 20 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时候就与世界
同步。目前来看，国内厂家的祛除化学污
染物技术和吸附固态颗粒物技术都非常成
熟，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

“国产净化器使用起来大可放心。从
性价比来考虑，两三千元的国产空气净化
器是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日常使用需求的。
只要是正规厂商生产的空气净化器，质量
能效还是很强的。”宋广生说。

从长远来看，宋广生建议消费者尽量
选择国产电器，因为涉及更换滤芯，国产机
器材料的更换会更加便捷，所以不建议从
国外带空气净化器回来。

空气净化器主要有静电吸附式及滤芯
过滤技术。宋广生说，前者需要定期清洗，

一般为 3 个月左右。使用滤芯技术的机
器，也应尽量每 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滤芯。

此外，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智能空气净
化器能够“提醒”更换滤芯，对于这项功能，
消费者可作参考，但还是建议不定时打开
机器进行查看。对于那些宣称一年都不用
更换滤芯的净化器，消费者要谨慎对待，如
果滤芯已经由白色变为黑色，就需要及时
更换，否则会造成室内空气的二次污染。

“空气净化器关键要看滤芯，滤芯的质
量好坏决定了净化效能。需要提醒消费者
的是，尽量选用原厂家生产的滤芯，切不可
贪便宜购买质量低的产品。目前市场上出
现的一些几十块钱的滤芯，质量是不过关
的，建议消费者前往卖场购买或与经销商
取得联系让厂家提供滤芯。”宋广生说。

空气净化器长时间使用费电吗？陈佰
会说，空气净化器和空调、冰箱等家电不
同，它并不是用电能转换能效的，所以其耗
电量并不高，所以可以长时间使用。但需
要指出的是，能效与效能是不挂钩的，也就
是说，并不是相对耗电高的机器，其净化效
能就高。

上班忙碌了一天，下班还得去超市排
队买菜，成了许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可
家住和平里街道的郭小姐却可以在家里

“等菜上门”。
“我们社区的便民服务站里装有终端

点单机，只要我上班前在点单机上选好需
要的蔬菜水果，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并完
成网上支付，下班到家后，新鲜的蔬菜水果
就会准时送上门来。”郭小姐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

正是依托东城区打造的“181”菜篮子
电子商务平台，该区的居民不仅省去了排
队买菜的麻烦，还可以通过二维码全程追
溯产品生长环境及质量安全，实现了蔬果
的安全消费。

在该社区，记者还体验到，除了可以安
全便捷地选购蔬果之外，当地居民无论前
往便利店、早餐店、美发店，还是要洗衣、缴
费、卖空饮料瓶，在 15 分钟步行时间范围
内，均可全部搞定。

这样便利的社区服务得益于“一刻钟
社区服务圈”的推广。据北京市委社会工
委书记宋贵伦介绍，自从 2009年首次提出

“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概念至今，北京市的
社区建设服务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委了解到，目前，北

京市 90%的社区已经实现了便利店、早
餐、便民菜店、美容美发、洗染、再生资源回
收、代收代缴七项便民服务全覆盖。2015
年，北京市将再创建 200个“一刻钟社区服
务圈”示范点，力争在全市实现“新开门七
件事”的 100%全覆盖；在中心城区新培育
10 家搭载便利餐、洗衣代收、缴费终端等
多种功能的连锁便利示范店，100 家早餐
规范店，60 个商务楼宇智慧型餐饮自提柜
等。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老旧小区因面积

有限等原因导致服务型商业难以入驻的情
况，今年北京市还将在核心区培育 5 家社
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以解决这些小区
的社区服务问题。类似今日的甘家口大
厦，北京的许多大型商场今后将变身成为

“便民服务综合体”——不仅能购物，还可
以提供诸如水电费代收、洗衣服、卖早餐等
多种服务。

除北京之外，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
的“10 分钟便捷生活服务圈”正在成型；山
西省在 2014 年“15 分钟便民商圈”建设中
提出发展社区智能化便民和电子商务平
台⋯⋯“小需求不出社区，大需求不远离社
区”，便捷、集约的社区服务正在全国范围
内逐步成为居民的生活新常态。

▲北京市方庄小区的社区服务标识。

▲▲家政服务是社区服务的重点之一家政服务是社区服务的重点之一。。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本报近日刊发《空气净化器市场

需净化》，受到读者关注，并对空气净

化器提出了许多问题。记者再次对

空气净化器市场展开调查，并采访了

国家室内车内环境及环保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宋广生、空气净化

器（中国）行业联盟副秘书长陈佰会，

对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