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篇《北京，有 2000 万人假
装在生活》的文章在网上热传。其中，讨
论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京住房问题。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居者有其屋，是中国人关于理想
社会的永恒期待。时至今日，买房仍然
是很多人谈婚论嫁、落户求职、养老安居
的一道坎。特别是在一线特大城市的巨
大虹吸效应下，住房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越来越多的夹心阶层迎来了置业尴尬。

于是，各种保障性、政策性住房项目
建设便显得尤为迫切，它们不仅承担着

“民生红包”“托底工程”的重担，还更加
强调向“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的转变。
千万民众的安居梦，需要更加细致的呵
护，更加踏实的托举。

从“有其居”到“优其居”

作为社会保障政策亮相
的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向普
惠化、精细化、优质化迈进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的通州，一扫半
月来的闷热气息，显得格外从容安适。
通瑞嘉苑小区道路两旁栽满了各式各样
的树木，在雨水的滋润下更加青翠欲滴。

“小陈，我家现在手机信号总是不
好，不知啥原因？”住在一楼的宋大姐碰
到小区物业陈经理连忙说。

中国铁建通瑞嘉苑小区物业公司项
目经理陈志强马上回应：“咱们小区布
线已经做完，已催促他们尽快入网，您
别急啊！”

“好嘞，你们办事我放心。”宋大姐对
现在的生活很是满意。

“我们从前那个小屋子总也见不到
阳光，环境脏乱差，连物业都没有，停水
停电都不知道找谁解决。”今年 64 岁的
宋贵英对记者说。

去年 12 月初，宋大姐一家终于告别
了狭窄筒子楼的生活，迁入窗明几净的
新家，过了个其乐融融的好年。“现在好
了，客厅和卧室都有两扇大窗，每天一早
阳光就能照进来。”宋大姐热情地带着记
者参观她的新家，眉眼间都是掩不住的
喜悦和兴奋。

退休在家的吕永权同样对新住所极
为满意。“你看这窗纱，是金刚砂的。拿菜
刀都砍不坏！”直爽的李大爷，操着一口京
腔儿，走上前去敲了一番。“每天坐在家里
往外一看，满眼是绿，绿树绿草，心里那
叫敞亮，简直就是住上了花园洋房啊！”

其实，通瑞嘉苑并不是李大爷口中
的“花园洋房”高端住宅区，而是通州区
体量最大的保障房小区。4661 户住房，
全部为定向安置房、限价房、公租房等政
策性住房。但在外人看来，这些拔地而
起外观讲究的高楼与街道对面的普通商
品房并无二致。

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登台亮相的保障
性住房项目，正一步一个扎实的脚印向
普惠化、精细化、优质化迈进。近日，北
京市住建委对外发布数据，截至 6 月底，
本市保障房新开工37524套，已完成年度
5 万套建设筹集任务的 75%；竣工 65676
套，提前完成年度 6 万套任务目标；今年
1月份至 5月份，全市保障性住房完成投
资260.1亿元，同比增长19.5%，在全市房
地产投资步伐明显减速的形势下，保障
房建设可谓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更可喜的是，以通瑞嘉苑为代表的
许多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在力争克服政策
房既有的质量差、工期长、交付慢等通

病，以商品房甚至高于商品房的标准要
求自己，实现从“贫者有其居”到“贫者优
其居”的转变，给予业主有尊严的、体面
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们的获得
感与归属感。

满足不同层次需求

保障性住房项目凝聚着
省吃俭用终获“首套房”的喜
悦，浓缩着老有所居的期待

通瑞嘉苑只是众多保障性住房工程
的一个缩影。对于日益庞大的城市和人
口而言，保障性住房解决的绝不仅仅是

“住”的问题，还有与之相伴的出行、养老、
消费等配套问题。面对的也绝不是能够

“一刀切”的客群，而是有着层次性、个性
化住房需求的人群，这要求政府、企业必
须拿出针对性、全局性的解决方案来。

物业服务是小区的一扇窗口，透过
这扇窗，人们能够最直观也最经常地感
知到惠民的温度。细节之处，方显真
诚。在交付现场，给予业主周到服务和
耐心答疑，单日最高交付量达 380 套，收
到业主锦旗 20 余面；小区落成之初，由
于区域内各项商业配套设施还不健全，
物业公司及时引进菜篮子工程便民菜
站，改善了小区近两万名业主买菜难的
问题；为纾解业主收发快递的不便，物业
公司还在小区门外设置了快递“蜂巢”，
凭手机二维码即可实现自助收发。

“哪怕半夜 12 点，打个电话都随叫
随到。”提起通瑞嘉苑的小区物业，宋大
姐不禁拍着物业经理的肩膀连连称赞。

保障性住房项目往往承载着超出常
规地产开发范畴的更多使命，它凝聚着
省吃俭用终获“首套房”的喜悦，也浓缩
着毕生耕耘老有所居的期待。

地处丰台区的山语城小区，是定位
特殊的政策性住房的代表。在山语城
中，5 万平方米属于定向分配中国航天
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安置房，安置对
象以院士、享受政府津贴专家、学术带头
人为主。配合航天单位解决好这些在航
天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职工住房，不仅
关乎这些业主的个人福利，更蕴涵着社
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嘱托。

中国铁建山语城项目负责人於立雄
说：“山语城楼面价每平方米达 7000 余
元，定向安置房回购均价定为每平方米
5658 元，但我们还是坚持保质保量完成
建设，不仅将全部户型定为一梯两户、六
层电梯入户，还设计了泉语、鸟语、林语
三大园林。”航天十一院办公室副主任贾
志杰也对山语城的居住环境赞不绝口：

“绿化覆盖率高，尤其是雨后，鸟语花香，
物业服务也极其周到。”

在门头沟区梧桐苑小区，老有所养
的理想图景不仅展现在优质的居住环境
上，还体现在创新的养老服务模式中。
记者随中铁梧桐苑项目物业公司经营部
负责人周凤波参观了梧桐苑小区“诚和
敬”养老驿站。

作为国资公司和小区物业的合作项
目，“诚和敬”养老驿站探索着养老服务
的全新体验。驿站不仅提供日间照料、老
年餐桌、文化活动等传统服务，还开办了
法律援助、心理慰藉、健康养生等新式服
务。门口的课程表上，密密麻麻写满了

“舞蹈课”“书画课”等丰富多彩的选择。
阅览室的书桌上，还留着一位老人

刚刚书就的书法作品。驿站工作人员介
绍，丰富的文艺和交流活动，切实满足了
刚迁入新居老人的生活和精神文化需
求，为他们建立起坚固的“朋友圈”。“今
天下了大雨，本以为不会有老人来了，结
果还有 30 多位老人一大早冒雨过来排
练舞蹈。”

正如中铁房地产集团创新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柳金平所说：“我们自己
也是业主，所以我们想问题、办事情总会
换位思考，想想业主还需要什么。”安居是
乐业的前提，唯有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
手，才能真正满足公众普惠、均好的期待。

双赢的“加减乘除法”

保障房项目应做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企业
与业主双赢

“当初选择购房时，因为是限价房，
我们曾担心房屋质量不好，怀疑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从交房至今，房屋质
量情况非常好。”房山区长阳国际城业主

刘丽伟说。
像刘丽伟这样对政策性住房质量问

题持有疑虑的业主不占少数。但在长阳
国际城办公区陈列的长城杯、文明安全
工地等一座座奖杯，却印证着保障房“降
价不降质量，提速不提风险”的承诺。

对于企业而言，不赔钱赚吆喝又过
于理想化，那么保障房项目是如何做到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企业与业主
双赢呢？这需要精打细算，用好“加减乘
除法”。

“加”的是新工艺、新方法，力求最优
质的用户体验。柳金平介绍说，梧桐苑
项目建设之初，曾借助建筑设计单位和
咨询单位，同时设计多套规划方案，在基
础底板选型、车库顶板选型、地下室埋
深、管井尺寸等细节设置上作了严格论
证和优化，极大地节约了建筑成本，达到
更少投入、更高性价比的效果。

“减”的是项目投产风险，守住“不亏
本”的底线。积极顺应楼市调控方向，推
进惠民房地产项目研究开发，不仅反映
了国企的社会责任与勇于担当，更需要
其对收益、风险的精细化核算。中铁房
地产集团北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代春利
说，在项目投资决策前，需要经过项目公
司、区域公司、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的层
层研究测算，至少也要召开 6 个到 8 个
会。“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背后，是优秀
的风险管控能力与敏锐的前景预期。

“乘”的是业主长期收益，赚得企业的
响亮名牌。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海外公
司总经理费洪伟介绍，通瑞嘉苑项目的最
早设计方案是采用自建燃气锅炉房供暖，
供暖费为每季每平方米30元。后来项目
部主动同地方供暖单位磋商，确定本项目
采取大市政供暖自建换热站方式，将供暖
费每季每平方米降低为 24 元。仅此一
项，公司多投入近3000万元，却得到业主
多年居住的便利和良好口碑。

“除”的是冗员冗费，以最低的管理
成本谋求最高的经营效率。据介绍，通
瑞嘉苑项目公司员工最多时也仅有 24
人，但却释放出远远大于 24 人的运作能
力。“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前，我体重 170
多斤，来到这里一年多，已经瘦了 20 多
斤。”陈志强笑着对记者说，这便是他们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兵团式作战的良
好作风。

给百姓一个温暖的家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项目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实习生 毕 悦

缓解“买房焦虑症”,政策房是良药
韩 白

近 10 年来，我国商品房价尤其是一

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让许多人患上了

购房焦虑症。没买房的看着一天天上涨

的房价后悔不已，买了房的也经常为还

贷压力大、装修不到位、物业缺失、学区

差、交通不便等问题头疼。房价涨了有

人哀叹，房价跌了有人后悔。房子，不折

不扣地成为最大的民生话题，解决住房

问题也成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为缓解百姓的“买房焦虑症”，政府

可谓千方百计，房屋限价、限购，增加土

地供应量，大城市疏解产业和人口⋯⋯

为降低房价能想的办法基本都想了，然

而效果并不明显，一二线城市房价依旧

坚挺，三四线城市仍有去库存任务。

一线城市各种条件相对优越，机会

多，对人群的吸引力更大，其住房具有稀

缺性。同时，商品房作为一种商品，仅靠

行政手段并不能彻底改变供需关系。要

让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有房住，与其

单纯期盼降价，不如用上更直接也更有

效果的办法，即加大各种保障性、政策性

住房项目建设。

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性租赁

住房、定向安置房再到两限房、共有产权

住房，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性

保障住房，承担着“民生红包”“托底工

程”的重担，也承载着老百姓尤其是中低

收入群体的期盼。通过政策性保障住房

建设，可以起到增加供给、平衡预期的作

用，对遏制商品房价格非理性上涨同样

产生了一定效果。

但是，只盖房子并不足以缓解人民

群众的焦虑和期盼。

因为，附着在房子上的群众需求实

在太多。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

百姓的生活显著改善，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也更加强烈，人民群众期盼有更

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几

乎都与房子相关，学区、医院、商圈、交通

设施，诸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政策

性住房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缺陷，

成为发展的瓶颈。

因此，要让政策性住房发挥更大的

效力，需综合考虑更多因素，提高含金

量，改变人们对政策性住房的看法。

从政府角度讲，在土地供应等方面

要向保障性住房倾斜，不能一提保障房

就想到郊区；要改变城市原来的“摊大

饼”模式，建设多个区域中心，让学校、医

院等公共设施分布更加合理。

从企业角度说，不能因为政策性住

房价格低而降低建设标准。要按照一流

的标准做好房屋建设、绿化养护和物业

管理等工作，让百姓不仅有房可住，更要

住得方便、住得舒心。

从居民角度看，应合理确立住房预

期。“居者有其屋”并不等于“居者有产

权”，在政府提供更好保障前提下，居民

要根据自身条件等情况，合理确定是租

赁还是购买房屋以及购买哪种房屋。

今年入夏以来，一波波热浪来袭，国内不少大中
城市的最高气温飙升到 35℃以上，每天冲几个热水
澡成为人们防暑降温的首选。那么，哪种热水器最受
消费者青睐呢？

北京苏宁易购（公益西桥）店内，60 多岁的姜大
妈正在挑选热水器，她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史密斯热水
器专柜。“我家热水器使用年头久了，打算换一台新
的。热水器首先得安全，还要节能。这款热水器有商
场折扣，还有节能补贴。”姜大妈所说的节能补贴政
策，是从2015年11月27日到2018年11月30日，北
京市对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空调、热水器、吸油烟机、空气净化器、坐便器和自行
车等9类产品实行节能补贴政策。

“有节能补贴就是好。我要买的这款美的 60 升
热水器，原价2500元左右，折后价是2099元，算上节
能补贴，这台热水器只卖1826元。”顾客小赵说。

国联证券分析师钱建介绍，国民生活水平的提
升催生了热水设备的巨大市场需求。我国人均热水
使用量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和国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人均热水
使用量尚有1倍以上的增长空间，预计热水器行业将
保持稳定增速，到 2020年该行业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将达15%以上。

据专业人士介绍，高效能、智能热水器正引领节
能环保大趋势：空调制冷采暖和热水供应能耗占我国
建筑能耗的六成左右，占全国每年总能耗的 20%。
空气源热泵热水器除了可以在建筑热水供应中节能
60%左右，还可以集成建筑的制冷和供热功能，成为
建筑能源中心。节能环保的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将在
新增建筑中广泛应用，同时在未来几年将替代并逐渐
到达使用年限的热水器，市场前景广阔。

奥维云网副总裁郭梅德表示，“健康”功能的热
水器市场反应良好。奥维云网数据显示，具备健康功
能的热水器占到市场整体规模的近 40%，其功能从
最初的简单过滤发展为高温灭菌、金属抑菌、内胆自
清洁、智能保养、磁化养生等多种形式，消费者可获得
更为舒适、洁净的沐浴体验。

30 多年前，人们在即将远
行时，最多的叮嘱是“记得要常
写信回来”；上世纪 90 年代后，
这种离别的嘱托变成了“有时
间来个电话”；如今，人们把用
智能手机跟朋友聊天、视频通
话当作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

人们的生活被瞬息万变的
科技改变着，你是否想过未来
有一天，告别智能手机，生活又
会变成什么样？当你想和异地
的朋友共享美食时，他们就“真
实”地坐在了你面前，与过往的
视频通话不同，除了不能触摸
到实体外，可以真实地听到、看
到对方并相互沟通交流⋯⋯

在杭州黑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王玺铭的眼里，这样的
生活不再是电影片段，而是人
们即将迎来的新时代。

前不久，黑镜科技上演了
一场如梦似幻的数字空间全息
秀 并 推 出 新 产 品 计 划 ：<X-
SPACE>，不再只是传统的 3D
投影技术，而是一种全新的新
媒体互动技术，基于数字装修、
视频、内容、空间交互和智能终
端的空间物联生态系统。着眼
于人们日常生活空间，通过显
示技术对空间布控，利用数字
影像与之叠加形成虚拟与现实
的结合，并经过体感互动的加
入，营造一个超现实的感官空
间，再通过网络互联互通，将原
本平常的空间变成梦幻世界，
通过交叠的画面让人找到真实
感。

“<X-SPACE>将成为继
手机之后的数字化应用第三
极，成为数字化的标准端口与
介质，将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据王玺铭介绍，空间物
联系统的展现场景适用于大型公共场所、餐饮、酒
吧、宴会厅、专卖店、地铁站、展览馆等多类业态。当
各个业态和感官物联网系统相结合，即产生出空间
三部曲：沉浸式数字化装修的空间感官升级、共享空
间传媒载体和空间社交平台，这也涵盖了人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居住环境、公共空间到人际
交往，都会带来超现实感官体验。

不仅如此，全新的空间物联技术也在推动着实
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十二五”期间，中国网络购物消费者规模达到
4.13 亿，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从 35.1%提升到
60%。网购终端设备也从 PC端迁移至移动端，手机
APP 成为目前网购用户的主要消费入口。对于实
体店来说，想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就必须把消费体
验做到极致。“在户外用品店中，搭建漂流、登山、滑
雪等超现实体验系统，让消费者犹如身在户外，利用
<X-SPACE>空间物联，将既有的店铺空间数字化，
带给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王玺铭说。

市场看好

“健康”功能热水器
温济聪

空间物联计划

，离我们还远吗
李盛丹歌

上图 北京市通瑞嘉苑小区是通州区体量最大的保障房小区。

4661户住房全部为定向安置房、限价房、公租房等政策性住房。

右图 北京市门头沟区保障房梧桐苑小区不断创新养老服务，

图为“诚和敬”养老驿站一角。
齐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