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到底是不是新鬼城？

这个问题，对于常州市新北区罗

溪镇的徐鸣来说，并不关心。作为一

名通过城镇化改造“洗泥上楼”的新

城镇居民，徐鸣与原来村上的老邻居

们都拥有自己的“拆迁安置房”，家里

稍微有点经济基础的邻居还都到市

区买了商品房，而镇上更多的私营企

业主们普遍都在常州这座城市拥有

3—5套商品房，或者商业店面房。
一位家住常州大学城摩尔上品

小区的业主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我们这个小区很多都不是业主自己

住，大多是靠在大学城的优势出租。

一幢楼晚上的亮灯率只有 30%左右。
其实很多常州的乡镇企业主都在城

里买房，生活在乡下。”

上楼，老一辈人失落了

已通过拆迁上楼的徐鸣，算是罗

溪镇众多拆迁上楼群体中比较幸运

的一类。由于原本就拥有一个 5个人
的手工小作坊，给常州当地的一些电

子企业提供零部件的加工配套业务，

在获得相应的拆迁安置房后，又在新

北区中心购买了两套商品房，作为儿

子和女儿的婚房。

不过，徐鸣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原来没有拆迁时，手工作坊就在

自己的家里，拆迁后没法在安置房里

继续干，只有跑到没有拆迁的村里租

用民房，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目前，在常州的乡镇上像徐鸣这样的

民私营小企业主很活跃，他们一般拥

有 3—10个工人，年收入在 20万到
100万元不等。
当年，建设常州航空产业园而进

行的拆迁，并没有让徐鸣一夜暴富，

反而让当地的很多没有手工作坊或

者一技之长的传统农民，失去了耕

地，也成为最大的失意者。

徐鸣的妻妹一家，原本依靠自家

田地“种菜卖菜”，日子过得还不错，

虽然田地征用让农民变成城镇居民，

并拥有一定的养老保险，但妻妹却失

业了，只能靠打零工，做一些保洁等

工作为生。

“其实，对于很多五六十岁的人

来说，并不愿意土地被征用、宅基地

被拆迁上楼，这意味着原本文化程度

不高、又缺少职业技能的老农民，很难

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打一些苦工、

零工来维持生活”，徐鸣坦言，对于原

本就在外就业的年轻人来说，对拆迁

很欢迎，他们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很多

中老年人却不知道能干什么。

房价，低价背后的低购买力

近年来，面对周边苏州、无锡、南

京等城市持续高企的房价，常州下辖

的天宁、钟楼、新北、武进、戚墅堰等

区的房价并不高。《中国企业报》记者

了解到，目前五个区中武进房价为最

高，主流价格在七八千元左右，而钟

楼、新北两区的楼盘价格在五六千

元，一些地段的房价甚至在四千元左

右，与周边城市的高房价形成了鲜明

对比。

不过，在徐鸣看来，“不要单看常

州的房价低，还要看看当地经济水平

和工薪阶层的接受能力。”实际上这

两年来，常州经济整体发展最好的是

武进，但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而

这些民营企业多是以一线的生产工

人为主，很多外来打工者对于商品房

的价格承受能力较低。

“由于近年来常州在招商引资力

度上，都缺乏对于一些国际化大企业

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这导致整个

常州房价并没有出现像苏州、无锡那

样的大涨，毕竟常州房市的主流消费

群体的实际能力摆在那边。”一位在

常州武进电子厂工作了六年多的员

工透露，厂里外来打工者买房都是挑

价格在三四千的楼盘，再贵了以目前

的工资水平就买不起了。

一边是常州地区的低端制造企

业较多，普通的一线产业工人年收入

都在四五万元左右，对于售价高达万

元的商品房接受能力较弱，从而只能

购买一些总价较低的楼盘。另一方

面，则是分布在常州各个市辖区乡镇

的民私营企业主，手握现金后缺少丰

富的投资渠道，往往购买了多个楼

盘，从而不断推动常州房地产市场的

发展。

一位常州本土房地产开发商透

露，“像武进很多中小乡镇企业家手

上，都有五六套商品房，还有不少商

业地产的店面房。他们往往是要么出

租，要么估价待售。但由于常州房价

整体上涨幅度较低，让这些人手握多

套房屋而不急于出手。”

徐鸣透露，“只要是家里做点小

生意的亲戚朋友，手上至少都有两套

商品房，少数人手上都有七八套房

子。但并不是要炒作房价，而是用于

长期投资保值增值的。”

城镇化，先有商才有人

已入住拆迁安置小区一年多的

徐鸣，谈及过去一年多的感受，坦言

“这不是当初很多人想象的城镇化”，

如果只是想“住楼房”，乡下的自建楼

房和小别墅更舒服。家里的田地还能

在平时打零工之外贡献一份稳定的

收入。

如今，对于很多上楼的传统农民

来说，变成城镇居民后却还只能靠做

一些保洁、保安等低层次的工作才能

维持生计。近年来与罗溪镇城镇化建

设相配套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大型工

厂等对于吸收当地居民就业等工厂

项目招商力度并不大，导致很多城镇

化居民一上楼就面临着失业，打零工

绝不是解决这些中老年人的最终出

路。

目前，拆迁后用于建设的罗溪镇

常州机场物流园区征地近一年时间，

一直还没有动工建设。很多梦想着政

府通过拆迁置换出来的土地进行招商

引资，从而解决当地失地农民就业的

拆迁户来说，他们的梦想还在等待。

即便在离罗溪镇不远、紧邻长江

边上的新北区春江镇魏村，虽然充斥

着大量的化工企业，这也不是当初农

民拆迁为“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让路

的初衷。

无论是媒体对于“新鬼城”的质

疑，还是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企业甚至

是乡镇企业主和手工作坊的发展，都

让常州这座曾经释放出多重商业光

芒和经济活力的城市，走到了新的十

字路口。

2014年 2 月 3 日，距沈阳约 30
分钟车程的沈阳兴隆堡温泉城，一个

叫美国郡的地产项目中，其室外温泉

吸引了大批从沈阳来的游人，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春节

这几天，来这里泡温泉的游客络绎不

绝，但基本都是从沈阳来的，如今，这

里已经成了沈阳人温泉一日游的首

选地。

这些泡了温泉的游人离开美国

郡时，并不曾注意，身后那一大片已

经建好的房地产正在静静地等待主

人的入住。当然，他们更不会注意到

旁边被当地人戏称为“联合国地产”

的巴厘泉乡、巴斯小镇、加拿大郡、一

品汤城等温泉地产正在空置中。

温泉地产热

2006年，沈阳市新民地区探得地
热温泉资源，当地官方称“现已探明

兴隆堡地区地热水储量约 40亿立方
米”。位于沈阳近郊的兴隆堡镇出水

温度介于 60益—70益之间的温泉水，
这滚烫的温度也带热了这一片土地

使用者的头脑。

在发现了温泉后，沈阳市新民市

政府投入资金 1000万元，历时 1个月
时间，在兴隆温泉城规划区内成功新

打两眼温泉井，水的品质属于偏硅

酸-氟型热矿泉水。加上先期的 3眼
温泉井，至 2010年，兴隆堡区域内有
5眼温泉井，日供水能力达到 1万立
方米。围绕温泉的开发也由此开始。

《中国企业报》记者查到的《新民

市兴隆堡新市镇规划》中显示：“规划

区内现有新民市土地储备中心储备

的土地 900亩；另外，在现有的土地
基础上，通过动迁村庄，能够在 2012
年再获得建设用地 4200亩；基础设
施建设已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投资意向合同，将获得

20亿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引进规模
大、经济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参与总体

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

2010年，由美国 CHK公司、韩国
及日本投资公司、上市公司及基金管

理公司组成的蓝德度假村有限公司

投资的沈阳世界温泉部落宣布落户

兴隆堡镇。据世界温泉部落新闻发布

会通稿显示，蓝德投资团队在广泛深

入研究世界主要国家温泉城市开发

建设的经验及发展历史后，决定在中

国沈阳兴隆堡建造一座由 37个国家
建筑风格各异的异域温泉社区组成

的世界温泉部落地产项目，其中包括

美国郡、法国郡、德国郡、日本郡、英

国郡、意大利郡、韩国郡、巴西郡、墨

西哥郡、土耳其郡、泰国郡、加拿大郡

和澳大利亚郡等温泉社区，并导入异

域风情的温泉文化及消费模式，让世

界各国的温泉文化落户沈阳。

按照规划，兴隆堡新市镇功能定

位为：旅游服务业、生活居住及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园区四大功能。区域

规划形成“一城三区”的发展新格局：

即沈阳兴隆温泉城，机加产业园区、

轻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而开发至今已经 4年，能看到只
有正在兴建的温泉地产。

类“候鸟城”

由于温泉资源的开发，这里的土

地价格也似乎一夜之间乌鸦变凤凰。

公开资料显示，兴隆堡镇的土地价格

已经由过去的 3万元辕亩涨至 2010年
的 30万元辕亩。随之而来的是房价的
走高，2008 年，这里的房价才 1700
元/平方米，而在温泉大面积开发刚刚
启动的 2010 年，该镇房屋均价从
3200 元/平方米一转眼上升到接近
3500元/平方米，如今，随着世界温泉
部落美国郡一期完工、二期即将完

工，目前的房价已经涨到了均价 5500

元/平方米。
2月 3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

到世界温泉部落，看到除了美国郡售

楼处开放外，其余已经开售的巴厘泉

乡、巴斯小镇、修正一品汤城及加拿

大郡均无人上班，而实地看已经入住

的美国郡，入住率也仍未超过 5%。
在美国郡，《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售楼处遇到几位来咨询的游客，对于

游客提出的户外广告有 10万一套的
房子的问题，售楼小姐表示至少要 14
万一套，《中国企业报》记者提醒她，

那是近邻———已经盖了几年的修正

地产的一品汤城的广告，对此，她表

示不知道。而对于另一游客提出的小

区饮用水是市政的还是地下水的问

题，售楼小姐依然表示不知道，应该

是市政的。但这位旅客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他儿子就在沈阳市建

委工作，她并不相信这里会有市政管

网的水。

一位正在美国郡做清洁的工人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里的住户

以沈阳人为主，基本都是度假用，所

以平时很少住。

与海南的“候鸟城”不同，因为度

假的不定期性，这里已经成了地道的

类“候鸟城”。

（下转第八版）

去年春节，《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雷庄村采访，这里经过为 2008年奥运会修建的首都机场第二
高速公路和 2009年建设温榆河生态走廊前后两次征地拆迁，
村里仅剩的 200多户村民还在危房中居住。一年之后，村民们
的处境是否得到了改观，是否还在拆迁与不拆迁的传言中纠

结，马年春节怎么过的？

这个原本不大的小村子在地图上已经很难找到了。大年

初三早晨，记者驱车再次来到位于首都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和

温榆河生态走廊景观大道之间的雷庄村。村子显得破败，但景

观大道和机场第二高速公路上却是宽阔、洁净，反差极大。

去年有村民曾对记者介绍说，雷庄村地下密布地道，是个

非常特殊的村子。由于雷庄村距首都机场仅几公里远，邻近的

苇沟大桥（即机场辅路）又是当时唯一一条通向机场的交通要

道，雷庄因战时需要成为修建防空洞的重点地区。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地道成了村里首要的安全隐患。改革开放几十
年过去了，防空洞已经失去了当年建设的意义，却成为了雷庄

百姓的一个梦魔。由于多年粉化造成塌陷，严重伤及到民房，

雷庄已先后投资数百万元填地道，生产一年、修房半年成了雷

庄村的特点。

记者徒步走进显得格外冷清的雷庄村，碰到一位正准备

外出拜年的村民，这位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现在就剩 20多
户人家了，其他 200多户村民都搬出去租房住了，外来租房打
工的人也都回老家过年去了，所以，村子里没有一点儿热乎气

儿了，显得很冷清”。

“为什么他们都搬走了，而您还不搬呢？”记者感到疑惑。

这位村民停下脚步说：“村子里有地道，乡里、村里都请权

威部门勘测过了，已经不适合居住了，很多房屋都有坍塌的危

险，所以政府拨了专款，以人头计算，给了临时租房费，鼓励村

民到村外租房居住，所以大多数人都搬到位于村西东苇路附

近的金盏家园小区租房住了。”

“那您为什么不搬走呢？”记者追问。

“我家人口少，就靠出租几间平房生活，政府给的租房补

贴是按人头计算的，如果我拿着这点儿钱出去住，交了房租就

没什么收入了，所以不想搬”。

记者按照这位村民的指点，来到金盏家园小区，很容易就

遇到了几位原雷庄村的村民。

村民老张告诉记者，他们祖孙五口人，现在租了一个两居

室住，虽然挤点儿，但是是新房，屋里有暖气，住着很方便。但

老张还是总觉得住着别人的房子，心里不踏实。

走进老张家里，记者看到，虽然是出租房，但家用电器齐

全，房屋整洁明亮，老张的老伴儿正在客厅看电视。记者先给张

大妈拜年，张大妈热情地对记者说，自己一辈子没住过楼房，这

也是第一次在楼房过年，虽然有些不习惯，但感觉到方便。

一位不是雷庄村的小区住户告诉记者，他家原来也是附

近村子里的村民，现在拆迁上楼了，拿到补偿款，政府还给还

建了 4套房，日子过得不错。现在自家住两套，剩余两套两居
室就租出去了，而且都租给了雷庄村的村民。

雷庄村民刘大妈介绍说，村里有地道，的确有安全隐患，

所以政府很重视，拨了专款先给大伙儿租房用，绝大多数村民

都搬出来了，大家对于朝阳区政府、金盏乡政府和村委会的工

作还是很满意的，对于拆迁也是拥护的，“也许 2014年就能签
拆迁协议了，也能成个‘土豪’，过一过富裕的日子，心里别提

多美了！”

村民老刘在了解到记者身份后，很认真地对记者说，党的

十八大报告不是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

益中的分配比例吗，也不知道雷庄拆迁补偿会不会有新标准？

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真要征地拆迁，补偿款确实应该多给点

儿！村里已经经历了两次拆迁，大家都被拆出经验来了，有人

说当钉子户占便宜；也有人说晚搬不如早搬，早搬了心里踏

实，总之，拆迁是件大事儿，对于每个村民都是天大的事儿，希

望政府多体谅农民，切实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村民小鹏对记者说，正准备开工建设的北京地铁 3号线
的东边终点站可能就在雷庄村附近。前些日子，不知是什么单

位，在机场二高速的路边，温榆河大桥出口附近立了一块儿大

广告牌，上面写着：朝阳金盏金融服务区。邻近首都机场，通了

地铁，又有蟹岛度假村、郁金香花园，未来的金盏，肯定是一个

繁华的商住和生态旅游区，对于寸土寸金的北京来说，虽然不

是所有的土地都值钱，但雷庄的土地绝对升值，所以，雷庄村

民的好日子就在后头。

曾有媒体报道，朝阳区东坝一带，包括金盏地区，要建成

北京市最大的集中居住区，比天通苑还要大 2—3倍。而面对
着眼前高楼林立的金盏家园和附近正准备建设的新小区，记

者问小鹏，金盏乡周边征地拆迁情况进度如何？小鹏回答道，

按照政府规划，这一带全都要拆迁，农民要转为城镇居民，正

好也符合“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要求，但拆迁进度缓慢，估计还

需要几年。

本报记者 鲁扬

北京雷庄：
政府出资解村民危境

沈阳兴隆堡温泉地产发热：地价狂飙 10倍
本报记者 张艳蕊

本报记者许意强

鬼城浮现
常州站在城镇化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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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回首之城镇嬗变】

很多城镇化居

民一上楼就面

临着失业，打

零工绝不是解

决这些中老年

人的最终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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