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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邻里中心”？

现代都市人对便利的要求极
为苛刻。“高端的楼盘推出后，居
民的素质、经济水平提升，基本
需求也在向中高端进化，他们希
望享受一站式服务之外，还能享
受到海派花园般的美景和高质量
的生活。”宁波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提到，“邻里中心”的建设能够
妥善解决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
市环境中的若干实际问题，从而
有效地保证居住区域的整洁有
序，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这正是宁波城市居民对高品
质生活的现实需求。

“邻里中心”一直强调“统一
规划、有序发展”的原则，即便
漂洋过海，也不曾遗忘。在解决
了路边阻塞、噪音扰民、安全隐
患等问题后，运营商们得以用它
完善社区的业态布局。

“在‘邻里中心’的命题里，
我们得以进行统一运营、统一招
商、统一规划的布局，这样不至
于形成恶性竞争，相反，能够让
商户和商户形成上下游的供应关
系。”星街坊的负责人王经奕说，
只有高度统一的整体布局才能让
社区商业保持长足的活力。

“作为’社交客厅’，’邻里中
心’还为周边小区居民提供了交
往交流的公共空间，有助于形成
和谐的人际关系，为良好的社会
公共管理提供必要的支撑。”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谈到。

宁波第一份“邻里中心”答卷，得分如何？
记者 劳育聪 实习记者 吕梦帧

大都市的嬗变并不止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足够细心就会发现，在你居住的社区，小卖部变成了连锁
超市，空调专卖店和家具店旁边入驻了书店、电影院、教育培训机构……存活下来的线下传统业态和线上
新型业态串联在一起，重构了生活必需的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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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中心”悄然登场

印象里的菜市场，粘稠、杂
乱，华灯初上前最为热闹。

卖猪肉的程大爷占据了流量
高峰的地段，以他为中心，四周
分布着好些小吃摊贩的食车吃
担，北面蔬菜摊位的吆喝声连成
一片，附近方圆几里的住户，都
是他们的熟客。活色生香的摊位
前永远客似云来。

老宁波人商女士回忆道，当
她从住宅的窗口望下去，会看见
密密麻麻的后门、后仓、后栏
杆，瞅到理发店洗晒的毛巾和五
金店的红字招牌，饭店里的烟火
气氤氲在瓦黛上，沿街的店铺一
字排开，连装修风格都是一致的
朴素。

这幅被时光勾勒出来的画
卷，大概就是过去社区的“眼鼻
嘴”了。那时的店铺以自发形成
的住宅底商和街铺为主，多数建
筑形态传统落后，入住的品牌低
端甚至山寨。

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张，级次
递增，类似小型购物中心的社区商
业体出现了。它们把原来散落在街
铺上的各种商业业态“打包”进一
个社区里，并集合了社交、美食、
购物、休闲、运动、教育娱乐等生
活配套设施，为属地居民奉上“一
站式”日常生活服务。

在社区商业经济欣欣向荣的
发展中，功能齐全的“邻里中
心”在宁波悄然登场。

什么是“邻里中心”？

相比后来居上的综合商业
体，作为前者的“邻里中心”发
展到现在依然不温不火。在采访
多个社区的街坊居民后，我们发
现居住在“邻里中心”周围的住
户们甚至不知道“邻里中心”是
什么。一提到“邻里中心”，住户
们的第一反应自然而然就和商业
综合体联系到了一起：“哎，说的
是不是旁边的印象城？”

住户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说
出这种话，是因为“邻里中心”
作为舶来品还没有形成一股本土
潮流，而在新加坡流行了58年。

相比宁波，苏州是国内做
“邻里中心”的先行者，他们和新
加坡政府合作，结合中国国情，
把所有与居民日常生活需要贴近
的商业和生活服务设施集中到一
个盒子里。其中，新城大厦是苏
州工业园区内“邻里中心”的最
好样本。

事实上，“邻里中心”与商业
综合体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
同意与否，商业综合体也是为周
边居民提供生活配套服务的，主
要功能放在商用产业上，但实质
也是购物中心。如果说商业综合
体的辐射半径为 5~10 公里，那

“邻里中心”会更靠近社区且辐射
半径小一些，为 2~3 公里。当
然，实际操作起来，“邻里中心”
又会和商业综合体相混杂，成为
后者的指导精神。

从运营者到服务商的转变

其实，从现有业态中，不难
发现攸品未来布局的脉络。无论
是“松年学堂”，还是“年轮书
坊”，都能令人感知到，他们的星
辰大海仍在远方。

负责人笑言：“我们正在从传
统的运营者，慢慢朝服务者的方
向转变。”

老年大学是运营者布局养老
产业的一个切口。在老龄化日益
严重的今天，“托老所”的价值日
益显现。攸品在邱隘田镇村推出
的居家养老业务，就打开了市场
的先机。老人能够自主选择在这
里度过的时间，比如白天留在

“邻里中心”，晚上回家睡觉等。
围绕更细致的需求，攸品还

推出了维修品牌“攸师傅”——
由运营者开辟出一块场地，配备
各种设备，由社区中的能人入
驻，为居民提供诸如缝补、修理
等琐碎的日常需求，同时还回收
各种废旧物品。此类服务，在优
化资源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弥补
了业态所无法覆盖的盲点。

在“新零售”风席卷而来之
际，公司乘风推出了融合性的服
务性的产品。不仅破除了菜场原
先的边界，将其品质提升至优质
超市的高度，还在准备一套完整
的电商系统，完善B2C的服务。
通过小程序的连接，“邻里中心”
内所有的服务将离消费者更近一
步，令每一个居民得以在家中

“坐享其成”。
角色的灵活转变，透露出攸

品在试水邻里中心过程中的底
气。相比其他商业形式而言，“离
消费者们最近”即是它们手中牢
牢捏住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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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中业态丰富

“盒子”里，早餐店、理发店、
M6生鲜超市、便利超市等与生活紧密
相关的业态一应俱全。中心内从来都
不缺活动的居民，尤其到了早上与傍
晚时更显热闹。可以说，日常遇到的
各种问题几乎都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价格方面，走的也是平实路线。

最神奇的是，哪怕是工作日的非
高峰期，“邻里中心”也分外热闹。秘
密就在于中心内的“松年学堂”。

这是攸品率先在“邻里中心”内
尝试打造的老年大学，没想到受到了
热烈欢迎。每位老人一年的学费是200
元，可以学习书法、广场舞、乐器等
多种多样的课程。打开舞蹈室的门，
里面俨然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社交
场所，其乐融融。由于价格过于实
惠，许多老年人都不愿毕业。目前，
学员已累计至800人次。

针对孩子，攸品推出了“年轮书坊”。
“这不再是狭义上的书店，更像一

个提供多重服务的综合体。”张时光描
述道。除了提供图书以外，书坊还具
备托管、教育培训等多种业务。小朋
友们一放学就可以来到这里写作业，
直到父母下班再将他们带回家。

从运营商的角度来说，打造这两种
业态也是一种冒险的尝试。“以‘松年学
堂’为例，可以说是在亏本运营的，但
从丰富业态与未来布局方面考虑，仍然
要进行下去。”负责人说，“我们会从一
个整体的运营中，来获得微薄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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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严格把控

透过大多数小区都存在的小区底
商来看，许多社区商业几乎都卒于凌
乱重复的业态中。可见，前期的运营
打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承租以后，团队首先不敢掉以轻
心的事，便是招商，即“业态整合”。

前期，招商部在小区居民间做了
一些问卷调查，来决定引入哪些商
家。调查后，攸品首先选择了20几个
品牌，分布于不尽相同的业态中。

“不重复非常重要，一旦引入相同的
业态，就极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
最后损害的仍旧是老百姓的惠利生活。”

那么，“邻里中心”的租金如何？
这取决于引入的商业形态。对于一些
个体入驻商来说，租金与市场价无
异；而对于一些品牌连锁店，则可以
享受相对优惠的价格。

成功招商以后，源头上的严格管
理也同样不可或缺。

攸品从店铺的装修环节开始，就
做起了居民的监督人。它们要求每个
商铺都具备装修施工许可证，并投入
日常巡检。除了要求入驻者进行规范
施工以外，运营者还将统一打造店铺
的立面形象，并且不许商铺跨门经
营，从另一层面维护了城市的形象。

几套制度之下，人员管理上的投入
迅速飙升，大约占到攸品总投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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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中金桥水岸？

原来，金桥水岸是安置房小
区，产权与经营权相统一。对于
介入的经营公司来说，这样才能
整体承租过来，并进行统一的规
划与布局。

再看小区的地理位置。它临
近杭甬高速，周边还有东城水
岸、东湖花园、潘火新村等住宅
区，生活需求总量极高。从商业
格局来看，周边除了印象城购物
中心这一大型商业综合体以外，
只有潘火菜市场与好易购超市等
少量商业形态存在。

“假设一户居民家中的灯泡坏
掉了，需要立马置换一个，如何
最快解决？”张时光用一个简单的
例子，道破“即买即得”需求后
的玄机。这也是推动“邻里中
心”落地的最后一把推力。

金桥水岸共有2832户，全为
18层至27层的高层楼房。乍看与
一般小区无异，但唯独少了临街
商铺，取而代之的便是装入“邻
里中心”的3幢商业楼——这种
革新与新加坡的布局方式极为相
似。

“将生活服务设施集中放入一
个‘盒子’，更加方便运营者来管
理，符合‘邻里中心’硬件要
求。”攸品如是布局，这个“盒
子”内的商铺，满足了1个居民
辐射1平方米左右的需求，总体
来说，“邻里中心”可以轻松承载
小区居民混着锅碗瓢盆声的生活。

·
前
菜

执
子
之
手

甬城首份“邻里中心”答卷

几年前，宁波攸品邻里商
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时光在新加坡考察时，被“邻
里中心”这一模式震撼——在
组屋的总布局之上，居民们井
然有序地在“邻里中心”内解
决日常需求。在地价高、人口
密度大的当地，这种商业模式
显得十分讨巧。

他决定将这种接地气的商
业模式搬入宁波。本土化改良
之后，金桥水岸“邻里中心”
于2015年正式亮相，并且成了
宁波市首个样板。宁波第一份

“邻里中心”答卷，得分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