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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合发文防控单纯房地产化倾向

“高铁新城热”被喊话降温

为三四线城市
“高铁新城热”预警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高铁
通车里程2.5万公里，有700多座高
铁站。伴随高铁建设，一些地方掀起

“高铁新城热”。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表示，意见的出台，正
是为了指导地方因地制宜、规范有序
推进高铁车站周边区域开发建设。

指导意见专门在“促进站城一体
化融合发展”和“合理把握开发建设
时序”两处，对大城市、中小城市做出
分类指导。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高铁
路网由“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扩
展，新建高铁站将主要集中于中西部
地区和东部省际、城际连接线，众多
三四线城市或将成为调控重点。

首先，三四线城市正在成为规划
开发高铁新城的主力。早在 2015

年，就有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将要
及已经开始规划、建设的高铁新城超
过70座。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又
有20多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高铁新
城，这些城市多半是城区常住人口少
于100万的中小城市，三四线及以下
城市占比超过七成。

其次，不少中小城市与高铁站
“距离感”明显。通过对41座高铁站
的抽样统计，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
心交通规划总监王昊发现，直辖市、
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
高铁站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分别
为9.08公里、11.26公里、9.51公里、
8.27公里。现实中，有的高铁车站距
离市中心动辄数十乃至上百公里，群
众出行并不方便。

此外，一些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
规划面积较大。意见提出，在大城市
高铁车站周边，初期开发的重点是新
建车站周边2公里以内的区域。中

小城市要避免照搬照抄大城市开发
经验，硬造特色、盲目造城。

高铁开动黄金万两？
有开发商“栽跟头”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曾造就一
批“火车拉来的城市”。如今，高铁开
动，是否会带来相同的效应？

云房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发现，高
铁站通达车次越多，辐射能力就越
大。对于一些自身发展势头较好的城
市，容易因高铁红利刺激房价上涨。

数据显示，近两年，一些高铁沿线
城市的房价出现不同程度上涨。2016
年至2017年，淄博房价两年内整体涨
幅超过五成，高铁片区接近翻倍。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城市
因高铁站周边区域开发规模过大、发
展模式单一、综合配套不完善等问
题，导致出现大量房屋空置现象。清

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
示，一些地方认为有了高铁站就会集
聚人口，其实高铁车站只是一个交通
节点，新城离不开产业和市场的支
撑，发展也需要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优势其实也
是一把“双刃剑”。克而瑞研究中心分
析师马千里表示，拥有贵广、沪昆两条
高铁线路的黔东南交通优势明显，但
周边流动人口超过半数流向长三角、
广东等地，黔东南汇聚比例不足2％。
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显示，今年4
月，黔东南二手房均价每平方米4577
元，环比和同比涨幅均居省内末位。

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节奏
避免盲目造城

记者检索全国PPP项目库发现，
目前各地与高铁站周边建设相关的
项目共106个，其中，进入管理库的

58个，纳入储备清单的48个，多数项
目集中在市政工程、城镇综合开发和
交通运输等行业。

相关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到
今年3月底，全国清退管理库项目
1160个，累计清减投资额1.2 万亿
元，退库项目数前三位是市政工程、
交通运输、城镇综合开发，三者合计
占退库项目总数和投资额总数的比
例分别为51.9％、67.6％。

孟玮表示，在高铁站周边开发建
设过程中，要注重防范地方债务风
险。一方面，有关地方要进一步完善
项目和资金管理，加强成本收益分析
评估，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节奏，防
止脱离地方财力实际搞开发；另一方
面，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
算管理制度，严禁以PPP等形式违规
变相举债，对于列入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预警范围的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
得举债搞建设。 （据新华社电）

候鸟人群离开海南后，房屋空
置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长租不放心、
短租较麻烦、淡季难出租等。此外，
海南潮湿的气候，可能导致房屋无
人养护出现潮湿、霉变等问题。

鲸管家致力于解决候鸟人群
房屋闲置问题，可以为业主提供免
费专业的房屋保洁与通风养护服
务、节省日常托管房屋费用，还可
以将业主空置期间的房屋作为民
宿短租经营，帮助业主赚取收益。

目前，鲸管家已推出C2B2C
模式的房屋管理平台，通过多渠道
进行客源推广，保证房屋的入住率
与业主收益。业主可在手机上实
时监测自家房屋的养护记录与经
营收益情况。

鲸管家创始人石国栋表示，
“我们希望帮助业主解决空置房的
养护难题，同时充分利用闲散房屋
资源，为业主创造额外收入，为游
客在海南提供有别于酒店的民宿

住宿体验。
据了解，鲸管家目前已进入贵

阳、北海、万宁、海口、三亚5个城
市，累计托管房间超过300套，共
接待游客1663人次。

“我们的目标是在做好现有
服务的前提下，深度挖掘业主与
游客的需求，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成为闲置房屋的管家，为游客提
供特色民宿服务。”石国栋表示。

（广文）

空置房变身民宿

鲸管家：候鸟人群空置房的全职管家
m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
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决防控单纯房地产化倾向，严禁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盲目搞城市扩张。

高铁新城成为继特色小镇和主题公园后第三个需防范房地产化倾向的领域。这一决策将产生哪些影响？

跟装修公司进行良好的沟通是愉快装修的开
始。良好沟通，能引导装修设计师帮助您实现理
想的家居梦，让装修更加轻松。

装修前，业主应该针对以下内容与装修公司
进行良好沟通：

1.装修前，没有装修经验的业主要提前了解装
修流程和相关知识，确定自己想要的装修风格。
详细向装修公司介绍自己的喜好、生活习惯，需要
什么样的家居空间。比如，工作很忙回家较晚的
人，卧室的利用时间更多；常常举办家庭聚会的
人，对客厅、起居空间的要求更高；候鸟型客户，家
具使用率较低。

2.提供预订家具、家电的型号、规格，以及较多
使用厨房的主人身高等信息。

3.告知装修公司自己的装修预算，说清楚哪些
项目是一定要做的。万一预算不够的话，装修设
计师可以协助列出项目的优先顺序，合理分配装
修预算。

4.让装修设计师提前到现场看房，有助于双方
进行现场沟通。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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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热点

车•贴士

近日，位于上海奉贤的物流园区
内，高4米、长12米、重40吨的无人
驾驶重型卡车“行龙一号”，平稳地完
成了行驶、拐弯、掉头、停车、避障等
动作，将货物运送到仓库前……

近段时间，旨在解决“最后一公
里”痛点的无人小区配送车、便于校
区内交通的无人校车、在规定路线上
运行的无人公交和无人清扫车等纷
纷亮相。“无人驾驶”越走越近。

记者试乘“行龙一号”无人重卡
发现，没有司机控制，卡车一样运行
平稳，在遇到障碍物时还能自动判断
是停车还是避开。

“长期以来，困扰物流运输的一大
问题是长途驾驶的司机疲劳问题，大
货车本身存在视觉盲区也加剧了交通
的风险。”智加科技技术副总裁付强
说，苏宁物流与智加科技联合推出这
一重型卡车，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技术以及激光雷达等高科技装备帮
助，有着超越人类的视力。目前，在高
速场景下，卡车可以在数百米外精确
识别障碍物，还能迅速控制车辆进行
紧急停车或者绕行避障等措施。

苏宁物流研究院副院长栾学锋
说，物流的科技化、互联网化是未来
发展的大趋势。未来，苏宁物流将打
造“末端配送机器人-支线无人车调
拨-干线无人重卡”的三级智慧物流
运输体系。

无人驾驶送起了快递，还能送
人。本月初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校
园进行实验性运行的无人驾驶小巴，
在校园内设置的3个站点，乘车者可
以扫描二维码呼叫无人小巴接载。
在目前实验性运行阶段，该小巴时速
限定15公里，车内最多搭载8人，每
日载客总数约200人次。

无人校车的联合研发方——青
飞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一飞
介绍，企业研发的限定场景L4级的
无人驾驶商用车，针对2公里至8公

里的载人或载物的细分市场，未来将
能实现观光景区、机场接驳、工业园
区等半封闭场所内固定线路的无人
巴士线路落地。

和前面的“大块头”相比，旨在解
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的小区配
送无人车看起来非常迷你。苏宁无
人车“卧龙一号”身高不到一米，外形
圆乎乎，头顶的多线激光雷达可以扫
描出小区全景三维地图，有了这张地
图，结合卫星导航的信息，“卧龙一
号”就可以利用搭载的人工智能芯
片，自主分析出目前所在位置以及目
的地方位，自动上下电梯，实现恶劣
天气以及夜晚的24小时配送。根据
规划，小区配送无人车未来将进入全
国的1000个小区。

近期在上海国际汽车城内实际
演示的无人驾驶技术，还与汽车分时
租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打开手
机、选择自己所在的地点，停车场停
着的分时租赁汽车就会自动开到面
前，还车时也可以选择到了目的地后

由汽车自主寻找车位进行停车。欢
腾智能公司的网联自动驾驶泊车系
统，通过与停车场设施进行通信，自
动获取地图和分配车位信息，进行定
位和路径规划。

上海国际汽车城执行总经理徐
健说，限定范围内低速无人驾驶应用
场景中的无人代客泊车抓住了城市
交通“最后一公里”的用户痛点，是目
前业界共同看好的智能驾驶场景，因
为它既为用车者解决了停车难的问
题，为其节约时间，又能大大提升停
车场和城市管理的效率，增加停车位
的利用率。

蔚来资本合伙人张君毅表示，
创新技术的发展、迭代速度越来越
快，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快速进入现
实。近两年，与汽车行业相关的投
资，吸引的资金规模显著增加。汽
车产业这种原本比较封闭的行业，
随着智能网联化程度的深入，呈现
出越来越开放的趋势，成为投资的
风口。 （据新华社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B5生
物柴油调和基地建设项目近日启动，

“地沟油”制B5生物柴油进入终端销
售市场的速度将加快，预计年内上海
将有200座加油站供应B5生物柴
油。

据介绍，B5生物柴油是使用餐
饮行业及下水管道废弃的“地沟油”，

通过一系列生化反应后，与普通柴油
按照5比95的比例调和而成的绿色
能源。

“‘地沟油’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食
品安全问题，打通B5生物柴油的终
端销售环节，‘地沟油’就有了市场

‘出口’，我们加强源头管理，做到‘应
收尽收’，又用全程电子信息化管理

系统有效防控收运过程中的‘跑冒滴
漏’。”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陈尧水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国石化上海
石油分公司B5生物柴油调和基地建
成后，上海B5生物柴油年供应能力
预计达到40-60万吨的规模，能够
将上海全年产生的“地沟油”消纳，同

时可满足200座加油站全年的销售
需求。

2017年 10月，上海市奉贤区、
浦东新区各设立1个B5生物柴油加
油站进行试点，从环卫车、公交车开
始，越来越多的司机通过试用打消了
对生物柴油的顾虑。

“B5生物柴油在上海一推出，我

就开始加注，使用起来和普通0号柴
油没什么区别，还便宜。”物流车司机
王家勇说。

据了解，到5月上旬，“地沟油”
制B5生物柴油已在上海33座加油
站布点销售，总销量已超过2300万
升，日销量现已达30万升。

（据新华社电）

上海200座加油站预计年内用上“地沟油”

无人重卡、无人校车、无人小区配送车……

“无人驾驶”渐行渐近
汽车维修有门道。昆明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

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正确选择汽车维修店，注
意“价比三家”，谨防“少修多付”，遇到消费纠纷应
主动依法维权。

“少修多付”是指汽车保养维修服务中，商家
通过少换多收、未换骗收、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以旧代新等方式，虚增或擅自减少服务项目，且
收取未提供的服务项目费用，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尤其在事故车维修中，近年来时有发
生。

为此，消协提醒，汽车出现异常情况时，消费
者应初步了解车辆故障问题，并通过向相关人士
咨询和网上查询等方式，大致评估维修费用，以便
在修理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并注意“价比三家”，以
免被不诚信的商家忽悠。

同时，应正确选择维修店。汽车在保修期内
时，消费者应到指定的特约维修站对车辆进行
维修和保养，以免失去索赔权；若保修期已过，
应选择证照齐全、信誉度良好的汽修企业，如全
国连锁的品牌维修企业、厂家推选的特约维修
商等。

谨防商家“少修多付”行为，消费者应仔细查
看修理店提供的维修零部件，核对材料清单，并
向商家索要维修发票，防止自身利益被不良商家
损害，同时保存好材料清单和发票，作为维权依
据。

消协提醒，消费者在进行汽车维修时若与商
家发生消费纠纷，应注意保存好维修发票等各类
证明材料，并及时拨打12315投诉电话或到相关
部门投诉，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汽车维修
需防“少修多付”

良好沟通
让装修更轻松

近近日日，，无人驾驶重型卡车无人驾驶重型卡车““行龙一号行龙一号””在上海奉贤的物流在上海奉贤的物流园园
区的封闭道路内完成测试区的封闭道路内完成测试。。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