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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小麦：
把店开到家乡去

坐在回家的G571次高速列车上的小麦，一脸幸福。2013年，她不
仅收获了爱情的甜蜜，还收获了事业的成功。

小麦是个河南姑娘，大大眼睛很有精气神儿，可爱的“波波头”略
显稚气。她的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大学毕业后独自来到北京闯荡，
如今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从华为白领到美容院老板

小麦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华为工作。在华为，小麦拿着不薄的
收入，努力地工作。像其他白领一样，过着踏踏实实，平平凡凡的小日
子。可是，一次旅行，改变了小麦的一生。

2011年，小麦去了一趟西藏，也就是在哪里，她开始思考自己的
人生价值。

“大道如渊，越是探索越是知道自己的渺小。这世俗的条条框框
也许是生命最原始的法则。它看似牢笼，也是在等你创造的工具。”小
麦在她的辞职信中抒写了她对于自己事业的渴求， 也表达了自己对
于生命和自由的热爱与崇拜。“也许这就是咱们‘85后’的特点吧。”小
麦有些自嘲，却仍显自信地微笑。

面对家人和朋友的质疑和反对， 小麦笑着应对：“创业就要拿出
点勇气来！我不想等我老了的时候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这么选择过。”

辞职后的小麦在婚庆和美容两个行当之间选择，这期间她还“卧
底” 在北京最大的婚庆摩卡婚礼公司旗下的一家策划公司收集专业
知识，研究盈利模式。经过慎重的比较和选择，小麦选择“进军”美容
界。“一来，我本身对美容很感兴趣，二来，美容这个行业入行的门槛
也比较低。”小麦直言。

回忆当年辞职的潇洒与创业的勇气，小麦摸摸头，有点不好意思
地说，“其实也害怕。但是一想我还年轻。再过三年，哪怕不成功，重新
来过，我也还是一条好汉啊！”

现在的小麦，已经是北京市两家美容院的老板了。

“把店开到家乡去！”

小麦的美容院一家在朝阳区，还有一家在丰台区。家住天通苑的
小麦要经常穿越北京城，从大北边跑到大南边，再从大南边回到大北
边。一折腾就是一天。

“怎么能不累呢？不光是身体疲惫，心更累。想着怎么做活动能吸
引顾客，怎样的优惠活动能使顾客满意。这眼看到年关了，还得想着
明年的规划和发展。唉，真的是太累了。”小麦嘴上叫着苦，心里品的却
是甜。2012年才开始创业的小麦，已经小有成就的收回了一部分前期
投入，对日后的发展，小麦也是信心满满。

今年回家，小麦的心境与往年有了明显地不同。
“往年回家，都是想着怎么好好放松一下身心，今年可不行。今年回

家我可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小麦语气有些神秘。原来小麦有意在老家
信阳再开一家分店，这次回家过年还带着“考察市场”的“艰巨任务”。

小麦在北京的店， 主要代理的是matis和歌莲两种品牌的护肤产
品，今年正在准备引进美容界知名品牌———克丽缇娜。“美容院想要获
得长远地发展，最主要看产品。”小麦虽然从业时间并不长，但见解颇
深。“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质量和店家信誉。我们的产品都是
业内公认的好产品。要留住客源，需要满意的服务，还有优质的产品。”

小麦在创业时曾有一个梦想：把她的店开到家乡去。如今，小麦
正在向她的梦想迈进。 但小麦还有些担忧：“家里的情况和北京有很
大的不同。北京是首都，我家是河南省的一个地级市，消费群体有很
大的差别。北京店的经营方式在这儿不一定能行得通，我还需要时间
好好地做一下市场调查。”

新年新规划

小麦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市人口有846万，像小麦这样离家在外
打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离开土地，离开家乡，去更远更大的城市发
展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离开土地，不代表不热爱土地；远离
家乡，也不表示不想念故土。

今年才25岁的小麦，暂时还没有回到家乡的想法。
“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在北京已经工作生活三年

多了，这里的一切我都已经习惯。现在，我的爱人，我的事业都在北京，
我要留在北京发展。但是，离开家，我不是不爱家。我要把我的店开到
我的家乡，我的店连接着我和我的家乡，让我和家乡之间有了更深的
牵挂。”小麦踌躇满志，自信飞扬。

2012年， 小麦可以为她的创业成绩打上一个不错的分数。2013
年，小麦的创业故事还在谱写新的章节：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分
店、新的规划。

捋一捋额前的秀发，拭一拭鼻尖的汗水，小麦奔走在信阳市区的
大街小巷，收集着这个城市消费的资讯与信息。小麦，这个25岁女孩
的创业故事才刚刚展开，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范思绮

又是一年春运时。 而2013的春
运，仍难避人多、买票难两个关键词。
回家过年，要经受多少焦急，多少辛
苦，多少无奈？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深
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中国金
融智库首席金融学家、著名财经评论
员宏皓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春运难题深层次原因是全
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要从
根本上治理就要解决民众大部分在
当地就业生活的问题。要解决候鸟式
流动困境，每个城镇必须要有明确的
产业发展。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导致“春
运难”这个颇有中国特色现象的深层
次原因是什么？

宏皓：导致这种中国特色的原因
是过去的伪城镇化。 过去从表面上
看，城镇规划范围扩大了，房屋道路
建得更多了，但只看见物，却看不见
人。城市的发展没产业 ,或者是产业
空心化,就不能解决当地百姓的就业
和生活。主要原因一是在布局上出现
盲目性，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
业布局缺少衔接；二是城镇人口和消
费在增加，但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根
本改变， 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
户、 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
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真正转移，大大落
后于城镇化的规模扩张；三是城镇化
的过程，大部分城市都是在重复鄂尔
多斯“睡城”之类的故事。过去十年的

城镇化、 城市化就是大搞房地产化，
无度推高房价，就是拔苗助长地把百
姓都赶到城市甚至大城市居住的城
市化。所以，当地的百姓在当地找不
到工作就都涌入大城市,形成大城市
承载负担超重和各种社会问题。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目前候鸟
式流动困境该如何解决？

宏皓： 要解决候鸟式流动困境，
每个城镇必须要有明确的产业发展，
每个城镇不同的产业要建立产业基
金， 通过金融创新来推动产业的发
展。这种以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增长的
创新模式应该重视和加以推广。地方
政府的投资应该先组织专家进行调
查,确定每个地方的主导产业,对几大
支柱产业进行升级,建立产业引导基
金,将产业基金进行市场化的管理,帮
助地方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打下牢固
基础,让金融专家用多种金融创新工
具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区域经济以产
业升级为目的,用产业基金引导该产
业的全国及全世界的部分产业链上
的一流企业到某一个区域，当这个区
域的产业链形成后，就能逐步形成该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出该产业全
球的一流企业，而该区域的这一产业
就能解决民众在当地就业发展的问
题，民众在当地就能安居乐业。这样
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到春节全民流
动迁徙，也解决了大城市病态发展和
大量社会难题。

《中国企业报》：据悉，国家投资
几万亿元,但铁道部每年的利润只有

1500万元,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铁路是
垄断经营,其超高的暴利是超过任何
一个行业的。你曾撰文批评过铁道部
的垄断，目前有哪些新问题？前些年
的问题是否解决了？

宏皓：铁道部的巨大投资不能产
生利润还亏损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
决 ,而且还变本加厉。大家都知道中
国的铁路是垄断经营,其超高的暴利
是超过任何一个行业的，那么，铁道
部垄断的暴利都到哪里去了?我认为
铁道部垄断的暴利有如下几个去处：
一是铁道部某些官员们都在想办法
掏空铁道部的国有资产,这些人垄断
了铁道部的所有相关生意和工程,铁
道部的垄断暴利大部分进了铁道部
某些官员们的亲朋好友的口袋,被其
亲朋好友瓜分；二是贪污受贿 ,铁道
部垄断的高利润相当一部分是被铁
道部的各级官员层层瓜分了,铁道部
前部长刘志军贪污受贿超过100亿元
人民币,前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贪污受
贿在180亿元以上。 这两招足以掏空
铁道部垄断的暴利。

《中国企业报》：该如何去遏制铁
道部的垄断？

宏皓：铁路系统行业垄断的后果
就是质次价高，垄断行业产生的根源
在于体制问题，要打破垄断行业必须
要进行深层次体制改革，比如限制垄
断企业的各种特权、切实执行《反腐
败法》、 对垄断行业的高管每年每季
每月都要进行清理,将垄断行业的一
切项目招标和经营都放在阳光下接

受民众的监督。垄断行业管理的是全
国人民的财产, 全国人民的财产在垄
断行业的有些官员看来就是无主的
财产, 他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掏空人
民的财产转移到海外去。要想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就要运用金融创新的工
具, 引进外部资金推动铁路系统的产
业升级转型。 例如: 成立铁路产业基
金,产业基金吸收大量社会资金,产业
基金通过专业化的管理,按照PE的管
理模式进行严格管理, 将铁路系统的
所有项目分拆成各个独立的公司,通
过产业基金投资入股, 把每个独立的
公司都发展成为上市公司, 对每个独
立的公司由高管采取规范化的激励
机制, 对于所有公司的高管面对全社
会招聘, 让真正的社会精英为公司创
造财富。这样通过金融创新既解决了
铁路系统的垄断贪腐问题, 又解决了
铁路系统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更解决
了铁道部不盈利的问题。同时铁道部
每年还可以向全国人民分红，以高铁
为例：商务座基本上都没有人坐,一等
座即使在春运也只有50%的人坐 ,而
这些都是可以改成二等座的, 稍加改
动利润就增加了, 可是因为垄断没有
去改正这些问题。

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
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
经济自由、 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
打破国企垄断，将有利可图的领域对
内向人民开放，通过引进竞争来刺激
投资、改善效率、降低收费，在服务业
中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增长点。

宏皓：让安居乐业取代候鸟式迁移
本报记者 蒋皓

专家访谈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张军和张浩兄弟俩是湖北天门
人，两人都在广东深圳打工。

2月 4日，是农历小年。
经过一夜的旅途， 早上七点，两

人背着大包小包一起走出武昌站。 很
快，张军和张浩两人来到武昌站售票
大厅， 购买从武昌到天门的高铁车
票。

不巧的是，七点四十至八点五十
五的车票都没了，最早的一班是九点
过六分的动车。

张浩性子急，要求马上到附近的
宏基长途客运站坐汽车回家。 张军认
为，即使到客运站能马上坐上长途汽
车，价格比坐火车贵至少 30 元（武昌
到天门二等座 24.5 元）不说，车上还
拥挤不堪。 更重要的是，提前坐汽车
走，不一定比坐火车早回家。

在坐什么交通工具回家的问题
上，两人意见完全不同。 最后，张浩提
出和张军打赌，分别乘坐不同的交通
工具回家， 谁晚到， 就输给对方 100
元钱。

不到几分钟工夫，张浩便排队买
到了七点半从武昌出发到天门的汽
车票，票价 64 元。 坐上车，张浩发现,
跟往年人满为患、车厢里堆满了行李
的情形相比，车厢里不仅没有拥挤不
堪，后面还有几个空座。

九点过六分，哥哥张军舒服地坐
上了回天门的高铁， 同时还用 3G 无
线上网，网页非常流畅。 42分钟后，张
军坐的高铁准时到达天门南站。

当张军在家里休息了近半个小
时后，张浩才走进家门。

铁路开通，汉宜线公路
客运量减少 60%以上
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汉平

原是湖北人口最稠密、农业经济最发
达的城镇带，但遗憾的是，江汉平原
腹地一直没有国家干线铁路，人们出
行主要依靠公路，交通极为不便。

而随着汉宜铁路的开通， 武汉、

汉川、仙桃、天门、潜江、荆州、枝江、
宜昌等城市被串起，并与全国高铁网
络衔接， 大大缩短了江汉平原与武
汉、华北、华东、华南和西部地区的时
空距离， 实现了 3000 万江汉平原地
区人民的百年梦想。

然而，铁路以方便、快捷、舒适、
便宜满足了旅客的需求，自然对另一
重要交通运输工具———公路长途客
运造成冲击。

以往每到春运， 面对瞬间形成的
巨量客流，武汉多家客运站压力倍增。
但今年， 金家墩等客运站工作人员却
表示“没啥压力”。 宜昌交运董秘胡
军红表示，汉宜铁路开通后，汉宜线的
公路旅客运量减少了 60%以上。

没压力的背后，是让人无奈的售
票票房下滑和数字的“落差”。 相比去
年， 武汉公路客运数据全面下滑，票
房下滑 30%，班线减少 12%，客流减
少 5%。

除了铁路的竞争，国家有关长途
卧铺车的禁令也令长途客运公司措
手不及。

那些以前靠随时发车、随时走人
的长途客运公司，由于国家运管部门
去年明令禁止生产、 销售卧铺车辆，
使得卧铺客车资源稀缺，一些原准备

坐长途卧铺回家的旅客只得将目光
瞄准铁路。

没有足够的卧铺车，客运企业也
是干着急没办法。

湖北武汉一家客运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春节前夕，我们就在为
卧铺客车不足做准备，相继向全国排
名前五的客车企业询问有无卧铺车
出售的消息，但都得到否定的回答。 ”
这名负责人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卧
铺客车，就面临着那些远途旅客流失
的问题。 没有卧铺客车，这部分客源
客运企业无法与铁路竞争。 ”

客运公司的服务转型
资料显示，1000 公里以上航空优

势尽显，500—1000 公里，高铁与航空
难分上下。 高速铁路客运对公路客运
的影响主要在 200—500 公里的经济
运距内，而武汉到宜昌的距离正好在
这一运距内。

业内人士认为，高铁开通方便了
群众出行，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客运
企业虽然受影响很大，应主动积极寻
求发挥道路运输行业优势之路，如建
立道路客运企业联盟、整合运输资源
以及调整运力结构、 完善运输布局、

优化营销方式等。
据悉，作为荆州最大的公路客运

企业， 荆州先行集团早于 2009 年起
就开始调整企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物业、物流、渣土运输、驾校等非客运
产业。

鉴于一些与高铁线路相重叠的
公路客运班线，公司对运力进行资源
整合，并开发新线路、弥补铁路长途
运输空白、从事旅游运输等，提升企
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在汉宜铁路通车前，宜昌交运集
团就做了相关应对和策略调整。 比如
进行县市区域道路企业的并购，提高
企业运输能力，应对高铁开通后所带
来的大量中转客流。 此外，还有公司
借助宜昌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将旅游
客运和旅游服务作为一个重点发展
的方向。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通往
武汉的火车通车后，回乡的旅客绝大
多数选择坐火车， 长途客运大降，这
样，当地的短途客运公司找到了这里
面的商机：积极开辟新线路，主动服
务，将旅客从家门口一直接到火车站
再中转到省城武汉，实现客运车站与
火车站的“无缝接驳”，大受当地旅客
的欢迎。

应对高铁冲击:客运大巴曲线突围
开通新线路，变身接驳车

鉴于一些
与高铁线路相
重叠的公路客
运班线，客运公
司对运力进行
资源整合，并开
发新线路、弥补
铁路长途运输
空白、从事旅游
运输等，提升企
业在行业中的
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