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如火如荼的城市民宿市场，如今
走到了十字路口。过去两年资本的大规
模介入，使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据不
完全统计，从业人员已近百万。在较为乐
观的预计中，行业营业收入在 2020 年有
望达到 400亿元。

不过，民宿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
诸多非议之声，尤其集中在对行业盈利的
质疑。甚至有观点认为，95%的民宿都在
亏损、难以为继。

城市民宿真的难以为继，还是正处在
迎来曙光前的关键盘整中？记者采访了
有关从业者和行业专家。

个性化需求催热民宿消费

民宿的主要客群是城市里的繁忙人

群，一般建在客群驱车 3小时范围内

“民宿业的兴起，与消费升级密切相
关”，广西师范大学旅游与服务管理系副
主任谢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民宿针对的
主要客群是城市里的繁忙人群，一般会建
在客群驱车 3小时范围内。

民宿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交
需求。谢耘告诉记者，开展各项社交活
动，民宿是很好的载体。“比如去民宿开
展‘分享会’‘摄影展’‘美学交流会’

‘瑜伽’等等，满足了城市人群的社交需
求。”

在杭州锦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陈卓看来，民宿业的兴起主要是消
费升级推动的。“当标准化产品成为基本
需求时，人们就会追求个性化，追求标准
化所不能达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整
个市场消费就面临着需求的推动，民宿也
变得火热起来了。”陈卓告诉记者，“这是
住宿行业的表现形式，在餐饮行业出现的
目标客户相对小众的特色餐馆，也是一种
表现形式”。

民宿业带动的延伸消费，成为吸引各
方资本进入的重要理由。“做民宿讲的是
情感连接，很可能形成一个社群，推动后
续延展消费。”谢耘表示，“组成社群的人
群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可以组织许多活
动，从而推动衍生消费。不少资本看中这
一点，进行相应的投资”。

谢耘指出，现在很多风投都看到了民
宿行业的潜力，最主要是看到了容易做

“分享经济”“粉丝经济”的热点。此外，整
个产业上下游供应商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也是民宿火热的重要推手之一。

同质化严重导致可替代性强

民宿在大量迅速发展的同时，设计定

位日益趋同，可能逐渐丧失其个性化

快速成长的民宿业也面临接踵而来
的问题。在专家和行业人士看来，一方面
是触碰到了政策和法律的天花板，另一方
面则是设计定位趋同所带来的利润空间
狭窄。盈利问题，成为越来越多民宿客栈
面临的难题。

“很多地方的政策是在市场推动下逐
步完善，在地区政策完善之前我们基本不
会进入这些市场。”陈卓告诉记者，政策落
地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反复，对民宿企业来
说风险较大。

陈卓同时认为，地区政策应该会尽快
落地，并越来越详细。“比如杭州对于民宿
的审批流程非常完善，多少间房以下要走

什么样的审批流程，多少间房以上又怎么
审批，都有明确的规定。”陈卓表示，目前
市面上存在许多不合法民宿，在卫生、治
安、消防方面存在诸多隐患，未来，政策完
善是大趋势。

在谢耘看来，目前民宿业面临的最大
问题在于同质化趋势。“民宿在大量迅速
发展的同时，可能会逐渐丧失其个性化”，
谢耘告诉记者，丧失个性化的结果是产品
入门快、生命周期短，很快就会到成熟期，
然后逐渐走向衰退期。“很有可能接下来
就会出现房价的降低，因为这些产品可替
代性非常强。”

从自发成长走向专业发展

民宿行业的未来发展，尽可能地凸显

专业和特色成为各方共识

对于民宿业未来的走向，如何尽可能
地凸显专业和特色成为各方共识。

“行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在谢耘看
来，这 3 方面是民宿行业未来发展的趋

势。在陈卓眼里，民宿业会朝着专业化方
向发展。“最早的民宿，寻求一种比较轻松
的生活方式来经营。经营者都是以自己
对住宿的需求和理解去做产品。现在民
宿得到了各方关注，就一定要往专业化方
向发展。”

陈卓指出，民宿业需要更多的专业化
人才进入，使行业形成专业化基础。“我们
也在引导大学毕业生学酒店等专业，毕业
后走进民宿这个行业里来。”

“从本质上讲，民宿客栈重在特色空
间打造、优质服务、当地自然资源以及由
此形成的特定场景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对
原有情怀和品牌故事进行延伸。”寒舍（北
京）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善
萍告诉记者，让场景体验得以凸显，并最
终形成民宿客栈的独特优势，也将成为未
来民宿业发展的一种趋势。

在管理方面，从业者也有自己的思
考。陈卓告诉记者，“我们都是做运营出
身，所以未来希望以运营管理输出的形
式，服务到更多民宿企业，帮助其形成自
己的特色”。

爆发式增长的城市民宿正面临盈利困局——

城市民宿走到“十字路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实习生 毕 悦

消费升级以及资本大规模介

入，使城市民宿发展得如火如荼。

然而，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设计定

位趋同所带来的利润空间狭窄，使

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城市民宿业正

在大幅亏损，难以为继。站在十字

路口，城市民宿何去何从？有关专

家认为，专业化和特色化是行业发

展的助推器

民宿业的兴起和发展，客观上源于

对不同层面需求的迎合。在民宿业的发

展进程中，对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则出现

了从标准化定制向特色管理输出的转

化。这种特点，是民宿业未来发展值得

关注的一种趋势。

传统的星级酒店如万豪、希尔顿

等，兴起时正值欧洲工业革命时期，那

时出现了商务客人，基本上短期人口流

动就是由这些商务客人构成。当时的主

要住宿产品是“汽车旅馆”，就是一个

房间、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情

况下，消费的主要需求更多在于对品质

的要求，标准化的、连锁化的酒店平台

就是契合这种需求应运而生。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消费者的需

求也发生了变化。个性化特色化民宿业

的出现，是在标准化基础上的提升。这

种提升的意义在于，标准化平台以民宿

业这种外在形式出现了进一步的演进。

这种演进，契合了消费需求的多层次变

化，同时也保留了标准化的内核。

因此我们能看到，在经历了最初的

个性化设计之后，那些民宿业内领先的

企业已经意识到“不能脱离标准化管理

来空谈个性和特色”。很多企业强调的

“特色管理的输出”，本质上讲是对个性

和标准的一种创新性融合。这种融合正

引起越来越多企业的认真思索，也将在

未来的实践中得到验证。

寻求个性与标准创新性融合
冯其予

每天早晨 6 点半，大连
市环卫工人邵春芳都会准时
开始忙碌的清扫工作。上午
9 点，则是邵春芳一天中最
惬意的时刻，她会和其他 10
多位同事一起，走进位于大
连市民权街上的一家茶馆。
茶馆里，一杯杯香茶正静静
地等待她们品尝。“渴了累了
就去休息喝茶，对咱们清洁
工真体贴！”邵春芳笑着说。
近期，大连市许多爱心企业
和临街商铺，成了像邵春芳
这样的户外作业职工歇脚的
好去处。

全国劳动模范、大连市
中山区邮政局胜利桥投递部
投递员赵明枝，负责儿童公
园至民主广场、三八广场一
带 30 多条街、3 万多户的报
纸和邮件投递任务。盛夏时
节，赵明枝要负载近 50 公斤
邮件，每天骑自行车外出投
递五六个小时。为了减轻邮
递员工作的艰辛，大连市总
工会专门为他们配备了微波
炉、电磁炉，方便职工随时做
饭就餐。

入夏以来，在外执勤巡
逻的中山交警大队岗勤 6 中
队的交警们经常面临高温尾
气和柏油路面的双重熏烤，
在位于大连火车站附近的市
职工“温馨家园”交警巡警服
务站，6中队的交警们找到了歇息的好去处。

记者了解到，近期大连市各级工会正在组织开展
广泛调研。为满足交警巡警、出租车司机、快递员等户
外流动作业职工群体的歇脚、喝水、取暖、避暑、躲雨、
热饭、方便等基本生活需求，该市总工会将建设户外作
业职工“温馨家园”纳入工会为职工办实事重点项目并
持续推进。

针对户外作业职工工作地点分散等特点，大连市
总工会以户外作业职工需求为导向，充分考虑各工种
职工的实际困难，按照“统筹规划、分类建设、有序推
进、区域覆盖”的原则，积极开展大连市职工“温馨家
园”建设，首批建成 237 个户外作业职工服务站，并逐
步向全市延伸，形成分布广泛、各具特色的环卫工人服
务站、邮政快递员职工服务站、临街商户户外作业职工
服务站、社区户外作业职工服务站等站点。

据介绍，大连市总工会专门出资制作“温馨家园”
标识牌，统一配备了桌椅、饮水机、电冰箱、微波炉、储
物柜、药箱、手机充电柜、订阅报刊等基础服务设施，并
在此基础上提供免费体检、政策咨询、文化娱乐、赠送
慰问餐和慰问品等服务，制定了管理办法，完善了“温
馨家园”征集、申报、审批工作机制，建立了相关管理、
考核、评价制度，有效规范了建设标准和服务程序。

辽宁大连

：

户外作业职工有了

﹃
温馨家园

﹄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曲家乙

随着滨海新区绕城高速的京津高速-津滨高速段
的运营开通，滨海新区绕城高速的津滨高速以北段全
部通车，总长度 39.5 公里，市民出行又多了 1 条快速通
道。目前，新区范围内已建成高速公路 7 条，把新区和
京津冀乃至华北腹地各城市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
跨省市 1小时交通圈。

滨海绕城高速的逐步通车，将形成滨海新区绕城
高速通道，可有效缓解天津交通矛盾，提高港口集疏运
通行能力，减少过境穿城等交通压力，同时有效串联沿
线各区域，对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产业发展起到良好
的促进作用，也方便天津与河北省北部沿海城市的联
系，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体系建设。

滨海新区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平台，推进三地交
通一体化建设，打通断头路，打造“海陆空”立体大交通
体系，努力形成与北京、秦皇岛、唐山、承德等周边城市
1 小时都市生活交通圈。目前，西外环高速、津汉高
速、津港高速二期、津汉联络线等高速公路，与已建成
的海滨高速等高速公路和集疏港快速路，共同形成新
区对外大通道。

截至目前，新区范围内已建成高速公路 7 条，普通
公路和城市道路 2337 条、3100 公里。新区还拥有京
津塘高速、京津高速、津晋高速等 3 条直达北京的高速
公路，建成了沿海高速、塘承高速、唐津高速、津晋高
速、滨保高速、津汕高速等连接河北省的高速公路，进
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体系的建设。

天津滨海新区：

打造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
本报记者 武自然

郑州：跨境电商综合体开门迎客

近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区中大门 O2O 新零售

购物体验中心开门迎客，图为顾客在选购进口商品。

据了解，中大门 O2O 新零售购物体验中心有 3 大

创新点：一是实现跨境 O2O 现场提货。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通过创新的秒通关技术实现现场提货。二是一

馆多模式。集跨境零售、保税、免税 3 种交易模式于一

体，满足各种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三是一馆多业态。

聚集了进口百货、国际餐饮、公园休憩等10大业态。

张 涛摄

“ 清 晨 头 晕 加 重 ，不 敢 动 也 不 敢 睁
眼。”日前，家住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花苑小
区的蔡敦浩老人身体突然不适，家人第一
时间给家庭医生谢一新打电话，在医生的
救治下，老人的身体状况很快平稳下来。

“自从签约了家庭医生，不用费时费力反
复跑医院，遇到突发情况 24 小时随时联
系，非常方便。”蔡敦浩说。

自 2016年 2月以来，李沧区率先在青
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目
前已经组建了 20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签约 3 万余人，优先覆盖社区老年人、孕
产妇、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推动医疗
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让群众拥
有贴身的健康服务体系。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由全科医生、社区
护士以及预防保健等人员组成。签约的
个人和家庭将享受到优先就诊、提供预
约、转诊等服务，每年还提供一次健康评

估并制订个性化健康规划，对老年人、妇
女、儿童和慢性病等重点患者，提供 24 小
时电话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对“空巢”、
行动不便且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健
康咨询和指导等个性化医疗健康服务。

在试点初期，不少社区居民因长期以
来形成的就医习惯，不信任基层医疗机
构，处于观望的状态。为了消除居民的疑
虑，李沧区制定了由政策宣传、签约登记、
就诊流程、健康管理等 9 个板块组成的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标准化体系和详细的推
进时间表，并通过监督委员会，保障服务
标准落地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使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尽早惠及更多居民。

“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辖区内的签约
居民，定期为他们检查，掌握他们的健康
需求，针对病情严重的患者进行两周一次
的随访。”九水街道家佳康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家庭医生左云志说：“随访久了，我

心里就有本账，谁哪儿不舒服，谁需要多
关注，都一清二楚。”

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与老龄化趋势，
患者对连续性、综合性和个性化的社区干
预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同时，随着医学技
术发展更加专业化、精细化，很多患者很
难准确找到相契合的医疗服务技术，出现
诸多急病乱投医的现象。

“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李
沧区政府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卫生服
务的有效形式，能够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
源不断流向辖区内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李沧区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自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以来，李沧区基层
医疗机构门诊量为 108 万人次，目前已减
免一般诊疗费 100 余万元；提供长处方
30230人次；预约转诊 351人次；免费上门

服务 25733 人次；健康指导及健康评估
69016 人次；协助办理门诊大病 3457 人；
利用微医系统为 264 名患者提供远程视
频诊疗服务。立足百姓健康需求、以签约
服务为载体、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为目标的
李沧家庭医生服务体系正逐步成为现实。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李沧区还
丰富了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整合了以个
人健康档案为核心的部分个性化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增加了健康体检、健康评估、
远程监测、健康资讯、康复指导及药品验
方等服务内容。通过开展家庭医生式服
务工作，李沧区扎实开展社区巡诊、免费
查体、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项目，及时更
新健康档案各项数据，初步实现了对签约
居民健康全程管理。

据悉，2017 年底，李沧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将覆盖 30%的居民、60%重点
人群，2020年底将在全区全面普及。

山东青岛李沧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

小 病 不 再 跑 大 医 院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许梦婷

图为云南省大理市古城南门外一家民宿客栈内景。 本报记者 祝君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