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年回首之人生梦想】

（上接第五版）

为了卖出房产回收资金，目前，美国郡已经开发了三种产

权投资模式，售楼小姐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投资可选投

资型酒店产权模式，即一次投资 32万，每年能赚 3万，还能免
费 36天住五星级酒店度假体验，酒店方将房产备案至投资者
个人名下。另外，温泉别墅和产权商铺也是今年重点推出的房

产项目，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售楼现场看到，来咨询的近 10
人均关注 10万元左右的小户型。据介绍，开盘时 9.8万的小户
型很受欢迎。目前，最小户型最低为 14万左右。

类“候鸟城”，挑战最大的是公用设施服务，一位住户给

《中国企业报》记者提供的美国郡物业服务投诉处理情况显

示，2012年 11月，此住户投诉美国郡供暖不达标和室内温泉
水停供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小区供暖管道找到 2 处漏水，而
温泉停水也是因为小区多次大面积停水，马上就维修恢复，但

因为房主人长期不在，所以供水无法得以恢复。

谁为新鬼城埋单？

类“候鸟城”的另一个困扰来自无法带动产业。

按照美国郡宣传，仅美国郡目前已经有 7000户入住老业
主。然而，与喧嚣的房地产开发不同，这里周边只有一些装修

装饰门店，并无任何购物消费场所。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世界温泉部落现场看到，虽然来温

泉洗浴的人熙熙攘攘，但能留下来的人并不多，而除了消费温

泉及餐饮，也很少有其他消费，连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都只准备

了速溶咖啡。

兴隆堡温泉地产的养老概念，也因为医疗设施等问题，目

前看不到实际产业。但正在兴建的沈阳医大的医院让很多人

期待。也因此，与在建医院临近的加拿大郡目前已经有部分当

地人开始尝试购买入住。

若无产业带动，后续的 GDP又将从哪里产生？
独立经济学家杜猛“新鬼城论”认为：新鬼城不是没有卖

出去的商品房，而是已经有业主购买但全年大部分时间空置

的房产，这是过度超前开发、超前透支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为此，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制定了鬼城现象指数，即将地方产业

漂移、人口漂移与地方盲目建设开发，形成巨大的浪费联系起

来，该指数认为，越来越多的潜在鬼城（盘）开工建设，会形成

越来越大的沉没成本，造成巨大资源浪费，最终全社会埋单。

本报记者 郝帅

本报曾以《从农村到北京：三个

人的进京路线图》为题报道了三位从

北京周边和外地农村进京的人，经过

一年时间，这三位的境遇有何变化，

这些在城镇化变革中因渴望变为“城

里人”而进入城市的人又有了哪些变

化？

“2013年 7 月，我从之前位于昌

平区的单位辞职后，来到了某国有保

险公司。”赵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向记

者表示，“之前的单位虽然干了很长

时间有一定的感情，但相对于现在的

企业来说实力上有着千差万别。现在

所供职企业给我提供的平台无论从

收入、发展、稳定性、抗逆性来说都较

之前企业有了跨越式提高。”

赵女士告诉记者，相对于以前的

企业，现在平台带给她的收益绝对可

以用开源节流来形容。 “我之前的

工资每月是不变的 3000 元，现在实

行业绩绩效，每月税后的工资加上奖

金和绩效要达到近万元。”她给记者

算了这样一笔账，“同时我的成本大

大降低了，以前我在昌平上班，现在

的单位在海淀区中关村；以前仅上班

一个星期一箱油，现在是以前的四分

之一。而现在我的时间成本也降低

了，如果说之前企业给了我这从农村

来到北京市的人归属感，现在的企业

给我的无疑是幸福感。”

事实上，赵女士在众多城镇化人

口中无疑算幸运的。而同样来自青龙

湖镇，赵女士的初中同班同学刘芬看

到有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儿时玩伴，也

怀揣着梦想进了城。

“我跟老公之前的梦想是想开个

小饭店一类的夫妻档，但考察后发现

这个梦想在现阶段还是空中楼阁。”

刘芬向记者表示，“虽然之前想的是

以开店的形式进城，但由于没有启动

资金，加上也没有‘一招鲜’级别的技

术，所以在城里开店在当时基本上还

处于一个‘不靠谱’的想法。”

“之后，我选择了以企业为平台

进城。”刘芬说。

现在就职于某大型百货零售业

集团的刘芬，已经能拿到平均每月近

5000 元的月薪，她告诉记者，对于她

的“餐饮业”梦想来说，现在所拥有的

平台已经让她处于可进可退的状态。

相对于赵女士和刘芬，去年报道

中提到过的张宇境况不佳。

“张宇自己做老板单干了，还从

事的是美容美发产品的批发。”一位

张宇熟识的朋友告诉记者，“他太急

了，单干以后效果并不好，应该再积

累积累再单独下水。加上他所处的行

业竞争非常激烈，使得他这种家底并

不够厚的小企业抗逆性不够。2014年

元旦左右他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他

很郁闷，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记者同时发现，张宇的遭遇并非

个例，一些进城从事中间环节如批发

零售行业的小企业由于底子薄、客户

源不稳定等自身原因，在遇到行业波

动、转型等外部情况时，往往措手不

及。

春节期间，在北京市官园市场从

事儿童用品专卖的张姓负责人表示，

“现在买卖不好做了，网购对我们的冲

击很大。以前我的摊位雇 2到 3个人

都忙不过来，经常是从早上开门就要

忙到下午连吃饭都顾不上。现在我倒

是不用雇人了，就我一个人看摊还经

常闲着，‘斗地主’的水平倒是见涨。”

同样在官园市场从事儿童用品

批发加零售的田姓负责人更是一肚

子苦水，“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在

2013年合并了 3个摊位，过了马年春

节我光交摊位费的钱都能买辆帕萨

特了，而且现在压货严重，仅压住的

货就价值 30 万左右。要一直这样下

去的话坚持不了多久的，一两年之内

就要考虑转型了。”

跟蛇年春节一样，农历甲午马年

大年初二，河北省廊坊市的侯先生就

拉开了他服装店的卷闸门。

“去年在万达，今年在明珠（廊坊

当地某百货零售企业），咱这个商业

图的就是个人气，所以就得傍名牌。”

2月 5日，侯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去年的销售一般，网购对我们的

冲击挺大的。我的店还算凑合，我妻

子家族搞服装批发零售的有好几家，

他们那边的销售额最大的可能要损

失三分之一的样子。”

侯先生告诉记者，春节期间的销

售还是很不错的，这样的销售业绩使

从事非常讲究“开门红”、“好口彩”商

业行业的侯先生非常高兴。

虽然在蛇年的销售业绩一般，但

侯先生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虽然

网购对我们有冲击，我所代理的品牌

也不是非常有名，搞网购的话可能不

是很好，但我现在一直在琢磨怎么把

我的实体店和网店相结合，网购是现

在的趋势，看到趋势了就要及时转型，

否则就会被淘汰。正好我大学专业就

是通讯，跟现在的网络营销、销售等概

念都有交集，相信能有个好结果。”

三个普通劳动者的人生变局

大年三十晚上，外出打工一年刚

刚回来的江兴峰跟以往不同，没有带

着妻子孩子回河北成安县的老家过

年，而是一家人借住在亲戚的老房子

中过节。

这个家庭因为江兴峰的归来，而

充满了欢聚之情。

江兴峰说，虽然手上的积蓄距离

在县城买房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

相信再努力两年，这个梦想应该就会

实现，“盼望做个城里人”。

到县城或集镇居住，已经成为很

多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新“城市梦”。这

个梦虽然没有落户大中城市刺激，但

要现实得多。

外出务工一年
看到买房安家的希望

江兴峰一整年的时间都在天津

市度过，他的工作是家居装修。

谈及 2013年的收获，他表示很

满足。“干装修一年下来，我也挣了 10

来万，虽然刨去家里的开销，再还点

欠账，几乎不剩什么钱，但心里还是

高兴，最起码看到希望了，明年儿子

就能上幼儿园了，这样他妈妈就能出

来找个工作，每个月又能多挣 2000

块钱，我在努力干个两三年，就差不

多够买房子了。”

“还得再出去几年，不过也没办

法，都是为了房子呀。”江兴峰说这话

时，那双大眼睛透着一股坚毅。

“村东头的谁谁买房子了”“现在

房子又涨价了”，这些常在城市中讨

论的话题，如今也“传”到了农村。江

兴峰也是这股“买房热”的一员。

在县城没有房子的江兴峰暂时

借助在姐姐的老房子，“她们家前两

年刚刚买了新房，这个房子没人住，

就暂时借给我们住了。”

据他介绍，成安县现在大大小小

包括在建的楼盘有十几个，价格在

2000—3000 元不等，“我比较中意的

是我姐姐家附近的楼盘，就在县幼儿

园旁边，因为不在县城的繁华地段价

格会便宜点，再加上离我姐家比较

近，互相有个照应。”

江兴峰听说,他看中的这个地段，

“排队”买房的人还很多，他有点担

心。春节刚过,他就打电话给县城的亲

戚:“就是怕他涨价，我现在挣的这点

钱，这个价格我努努力还能看到希

望。要是再涨，就怕又要继续等下去

了。”

“说实话，买房最大的目的就是

为了孩子。将来孩子上学,可以到县城

来上。之前没钱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现在有钱了自然想给他们比较好的

教育条件，让他们不比城里的孩子

差。”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

难’，外出打工挣的是份辛苦钱。”江

兴峰道出了外出打工的不易，工作不

好找，就业不稳定，不少农民工没有

正规的劳务合同，超时工作、拖欠薪

水等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时有发

生。“我还算不错，跟着自己叔叔，倒

没发生什么，但是等我钱挣够了，我

也不出去了，打算自己组建一个装修

队，我看这几年县里变化挺快的，楼

房越来越多，我就带着几个工人在县

城周边揽活，就想过那种白天出门干

活挣钱，晚上回来陪着老婆孩子吃

饭，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希望县城的工资
能够养活一家人”

江兴峰在打工者中，年龄不算

大。1985年生人，已有妻子和孩子。他

家是河北省成安县农村的，村子的老

家里有自家的宅基地，前几年结婚时

刚刚翻盖的新房。他想着，自己先在

天津干上几年装修，每月能挣万把块

钱的工资，希望在两三年后，就能在

成安县城内，贷款买上一套属于自己

的房子了。

30岁的江兴峰现在已经是一位

熟练的装修师傅，在这个年龄，他算

是能吃苦耐劳的了。2013 年春节过

后，江兴峰就跟随自己家的表叔跑到

了天津去打工，“干装修每个月能挣 1

万左右，跟白领差不多，虽然辛苦，但

是看着家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也就

不怕累了。”江兴峰说，“我学历不高，

找工作的范围有限，努力为家里挣钱

打拼就是我最大的念想。”

如果两三年后县城的房价再涨

怎么办？江兴峰说，如果实在不能承

受，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乡里、村里

住。但他马上又说：“最好还是在成

安，希望孩子能在成安上小学。”其实

有关住房的问题，江兴峰的妻子也在

想。

春节过后，她就开始为儿子选择

幼儿园了，不需要每天留在家里看孩

子的她，为了能在县城安家落户，已

经应聘了一份在她看来还不错的工

作。“我们家里一个开店的亲戚，他们

店里的服务员因为结婚辞职了，正好

缺人手，我现在有空就会带着孩子去

店里帮忙，已经开始熟悉工作的内容

了，等过完年，孩子一上学，我就去帮

忙，每个月就能帮家里挣 2000块钱。

自己亲戚，说话办事也方便，万一需

要照顾孩子、老人什么的，请假也好

请。”

近年来，为了让在外工作的农民

工真正安定下来，成安县逐步放宽了

农民工落户的条件，逐步打破城镇户

籍、住房等瓶颈，同时建立综合服务

保障体系，把就业政策向乡镇和农村

延伸。

然而，城乡居民均享基本公共服

务问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

题，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养老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

到解决。

江兴峰感叹，在外打工几年，所

挣的积蓄可以让他在县城完成买房

安家的人生大事，“买房之后若是能

够在县城找份工资理想的工作，所挣

的工资够养活起一家人，那生活就太

美好了。”像他这样的农民工已经不

太可能回家种地了，县城是农民工蜕

变为城市人的第一个跳板，“前提是

得有就业岗位”。

农民的新城市梦:有房有生活
本报记者 江丞华

沈阳兴隆堡温泉地产发热：
地价狂飙 10倍

（上接第六版）

老刘的梦想：未来集约化经营

虽然今年再次喜获丰收，但刘林军还是有自己的顾虑。

顾虑的主要原因，是销售手段越来越市场化的大好背景下，

多年来土地少、不集中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仍然无

法做到集约化经营。

在记者去年采访刘林军时，他就表达过集约化经营不够的

问题。

作为当地有名的种田能手，刘林军希望多种地、种集中的

地。

“现在农村政策多好，农业税费取消，农民负担很小，每年收

入也是越来越高。”刘林军说，但农村普遍存在土地少和分散的问

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分散生产经营的弊端。

以刘林军家为例，他家承包的地虽然有十几亩，在他们村里

算是中下游。这些地块分为四五处，有的相距好几里地，很不利于

集中耕地、施肥、采摘，既造成资源浪费，又造成效率低下。他每年

种植的花菜分为三四处，相距较远，耕作起来非常耽误时间。

“有时候在这一块地施完肥，就要赶紧到几里外的另一块地

施肥。一是费时，二是费生产资料。要是地块集中起来，就省事多

了，成本也会下降不少。”刘林军说，“反过来说，别人家的地也是

分散的，跟我存在一样的问题。”

“我想承包几十亩的土地，集中进行管理，走集约化、科技化

的高效农业道路，这样生产效益将大大提高。还有，产量上去后，

一次采摘能达几千公斤，价格上我们农户就更有主动权。”刘林军

说，如果今后发展得好，可以朝“家庭农场”发展，到时候既搞绿色

种植，也搞绿色养殖。“比如可以利用我们这里的优势，发展养猪、

养鸡、养鸭业，发展循环经济。”

“只要肯干，将来我们农村希望大得很。”刘林军说。

疯狂的花菜:
从媒体销售到集约化梦想

到县城或

集镇居住，已经

成为很多富裕

起来的农民的
新“城市梦”。这

个梦虽然没有

落户大中城市

刺激，但要现实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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