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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新技术 拓展服务宽度
扫一扫就能开门 手机上就能缴费
物业服务插上了“科技”翅膀

3日上午，家住公馆1881的熊女士家
中有客人来访。客人抵达小区门口时，并
不是在物管处登记，而是直接用手机上生
成的一个二维码一扫，闸门马上打开了。

“业主们用手机APP里的‘一键开锁’
可以直接进小区，而业主的访客们，则是由
业主确认后，用固定的识别码来生成一个
专用的二维码，进门一扫，识别成功就能进
门了”，据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这是
嘉宝打造的“生活家APP”里的一项功能。

熊女士告诉记者，几乎小区每位业主
都在使用这款APP，里面涵盖了门禁、报
修、缴费、投诉等等一系列功能。“物业
费、水电费、燃气费这些，我们都是通过手
机缴费的，完全不用跑路”，熊女士称，更
让她觉得便利的，是家中有需要维修的设
施时，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报修。“比如前阵
子我们有个灯要修，直接在手机上在线保
修，物业马上就来人了。”

融入“互联网+”拓展服务深度
不仅可以服务 还可以监督
物业服务收入支出全透明

当前，在成都的各个住宅小区，智慧
物业带来的便利越来越普遍，带来的物业
服务品质也日益提升。

比如在位于成华区成渝立交附近的
万科魅力之城小区中，业主们不仅可以足
不出户的在线缴纳物业费、一键呼叫上门
维修等等，还可以通过万科物业打造的

“睿服务”体系，对小区的财务等数据进行
查询，一目了然。

只要通过扫两个专门的二维码，业主
就可以在线查看小区物业费支出和物业
费外的收入，如公共广告收入、场地租赁
收入等等财务数据。

“灰色空间、财务不透明，会导致业主
对物业行业缺少信任，财务数据在线共享
是‘睿服务’体系中一项重要服务变革”，
据万科物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变革，
将促进社区、物业，更加阳光、透明。而这
也是充分融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后，物

业企业对物业服务的品质和深度，进行的
有益尝试。

未来
更多新经济新业态
将融入物业服务领域

从门禁、维修，到缴费、安防，这一系
列的物业服务融入新技术，实现智能化，
不仅能够使物业企业更好地实现精细化、
集约化管理，更能够方便居民生活。而小
区公共财务收支等等内容的在线共享公
开，不仅让物业服务往更加高品质方向发
展，也让小区的管理更加阳光、透明。

事实上，《计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创
新物业服务新技术新模式。一是要深化物
业服务供给侧改革，提升物业服务科技应
用水平，加快运用可视化远程控制等高新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增强物业服务与“互
联网+”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二是要进一步
培育物业服务“互联网+”示范项目，更多
地普及网上投诉、网上报修、网上投票、网
上缴费等服务，鼓励物业服务企业通过

APP、微信公众号、业主微信群等互联网
平台，及时公开物业管理相关信息，等等。

当前，成都越来越多的小区，实现了智
慧物业的服务覆盖。“未来，智慧物业服务
的领域和深度，还需进一步拓展”，市物业
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更多的新经济
新业态将持续进入物业服务区域，例如无
人商超、共享车位等等新经济服务业态，目
前已经在成都许多小区中得到了覆盖。

事实上，这也正是市房管局对市委市
政府关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重要
部署的落实落地。作为第一个系统提出发
展新经济的城市，当前，成都正在围绕发
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构建具有成都特
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市房管局进一步
鼓励并引导物业管理区域发展新经济、探
索新经济业态与物业管理行业融合发展
新模式、支持新经济业态在物业管理区域
的健康快速发展等一系列做法，不仅将为
市民带来了更高质量的物业服务、打造更
高品质的生活场景，更将进一步助推成都
的新经济发展和新动能的培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孩子生病
确诊神经母细胞瘤

2015年8月，刚刚满3岁的小儿
子剀剀总是喊双腿膝盖疼痛，剀剀
妈妈昝燕带他在当地医院检查，住
了一周院，医生怀疑是生长痛，但剀
剀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昝燕又
带着孩子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做检查，确诊神经母细胞瘤。

2015年9月中旬，剀剀接受了手
术治疗，切除了肿瘤。昝燕说，做了
长达一年的化疗，2016年8月，剀剀
做了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吃了一
年的维持化疗药物，剀剀的病情得
到了较好的控制。

因为儿子这一场大病，杨仕刚
和妻子花光了积蓄，“看病用了40多
万，欠别人16万多。”昝燕说，自己家
住广元市旺苍县，两个儿子出生后，
自己一直照顾孩子没有工作，丈夫
则在河南的矿场打工。“好的时候七
八千，不好的时候就是五六千。”杨
仕刚说。因剀剀需要按时复查，而
矿场的工资常常一年才能结算，杨
仕刚远赴新疆打工，“找了个每个月
能按时发工资的活路。”

爸爸患癌
无奈暂缓化疗

2017年底，杨仕刚从新疆回到
家中。这次回家，是因为右腹总是胀
痛，到2018年5月前后，已经影响到
了正常工作。但是，杨仕刚没有舍得
去医院检查，“痛一阵又不痛了，想
到娃儿看病要花钱。”

拖到7月，胀痛越发明显，杨仕刚
到当地市级医院做检查，8月16日，确
诊肝癌中晚期。“做了手术之后，一天
（体重）掉2斤。”昝燕说，手术后，自己
陪着丈夫恢复治疗，每天都去量体
重，那段时间，身高175厘米的杨仕刚
体重掉到了不到120斤。医生担心他
身体太差扛不住化疗，让他休息一段
时间再回来。“医生说肝脏的癌症转
移快，让一定要去化疗。”

但杨仕刚没有回医院化疗，手
术后不到2个月，他还尝试着出去做
了10多天活，家里实在也拿不出钱

继续化疗了。“娃儿看病也要用钱，
我就慢慢再挣点钱，再说化疗。”

再次病重
儿子对爸爸说“别放弃我”

没有等到家里的顶梁柱攒够化
疗费用，剀剀又生病了。11月13日，
昝燕带着孩子又一次来到华西第二
医院，此时，剀剀的头已经没办法直
立，埋着头直喊痛。做了不少检查，
可是剀剀的病因一直没有找到。12
月7日，剀剀的病情突然加重，手无
法动弹，急诊医生立即安排收治到
重症监护室，“当天晚上就大小便失
禁了。”昝燕说。

剀剀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前，杨
仕刚抱着剀剀，安抚他只能一个人
进去，爸爸妈妈不能陪着，不要怕。
剀剀说自己不去了，杨仕刚告诉他，
如果不去，就只能回家了。“他给我
说，爸爸，你不要放弃我，要坚强。”
杨仕刚听到仅仅6岁的儿子说出这
样的话，眼泪没有忍住。这句话，杨
仕刚藏在心里快一个月，没有告诉
妻子，每天晚上，想着儿子的这句
话，杨仕刚难以入眠。

在重症监护室，剀剀反复高烧，
医生初步诊断，剀剀急性脑、脊髓损
伤，原因不明，加上呼吸衰竭、休克、
多节段脊椎病变、重症肺炎、凝血障
碍。“这几天又在发烧。”

每天早晚，杨仕刚都会去自助
机上查询费用。现在，剀剀的治疗费
已经达到了16万余元，欠费8万多
元。尽管重症监护室每周只能探视
一次，杨仕刚和昝燕还是从早上8点
守到晚上10点。10多天前，原本就只
是吃中药维持的杨仕刚更是将自己
的药停了，每一分钱，他都想用在剀
剀的治疗上，“我能够坚持到他平安
出院就好。”

杨仕刚患癌后，昝燕所在的村了
解到情况，开始为她办理低保政策，
但没有想到孩子又突然重病。刚刚过
去的年底，志愿者帮助孩子发起了筹
款，希望能缓解燃眉之急。截至5日，
爱心人士已经帮他筹集了4万多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成都市促进物业服务发展 鼓励创新物业服务新技术新模式
从门禁、维修，到缴费、安防 物业服务用“黑科技”进行全方位“武装”

生活中，物业人员为我们提供了安防、环保、设施
设备维护、公共财务管理等等一系列的服务。而在技术
发展越来越迅速、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提升
的今天，物业所提供的服务与管理，正亟待向专业化、
高品质方向去发展和转变。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成都出台的《成都市促进
物业服务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以下简称《计
划》）中明确提出，要创新物业服务新技术新模式，提升
物业服务科技应用水平。而上半年成都市4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全面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建设高品质和
谐宜居生活社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提
出要加大行业供给侧改革力度，培育服务新业态。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下，成都许多的物
业企业，将各类服务与科技手段深度融合，创新性地推
出了一系列物业服务的新模式。

近日，记者探访发现，在成都的诸多小区中，越来
越多的物业采用“黑科技”对服务进行全方位“武装”，
不仅从门禁、维修，到缴费、安防等都融入了“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许多新经济业态也融入了物业服务领域。

因为同在一家英语口语培
训班学习，晨读俱乐部的学生
与阳阳成了朋友。阳阳的家，在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冷家乡，
她目前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今年上大一。

2018年，阳阳的妈妈被诊
断为卵巢癌中晚期。在公益组
织的帮助下，阳阳母亲申请到
了滴水公益互助项目，在网上
筹款。夏源岭通过阳阳的微信，
得知了她母亲患病一事。

阳阳的朋友圈里写满了无
助，她告诉记者：“妈妈在老家
务农，爸爸在煤厂做工，自己上
大学的学费都是贷款来的。”

得知同学在地铁车厢演讲
帮妈妈筹治病钱后，阳阳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希望同学们不
要太辛苦，马上期末考试了，不
要因此耽误了课程。“我虽然是
学英语的，但让我去地铁车厢
内当着这么多陌生人演讲要
钱，我可能都做不到。”

阳阳希望通过媒体，表达
对同学以及所有好心人的感
谢。“我跟妈妈说，外面有很多
人在帮助我们，希望她好好配
合医生治疗。”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
红 摄影记者 张直

她走到车厢的一端，面向着低头耍手机的乘客
大声讲起一段英语，告诉大家珍惜身体，远离癌症

来自同学来自同学
3周前，小夏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晨读俱乐部的同学得知培训班同学阳
阳的妈妈患上了癌症，他们决定通过地
铁演讲的方式为阳阳妈妈募捐。三次演
讲下来，他们筹得了2000多元钱。

来自陌生人来自陌生人
听了演讲，车厢内的乘客纷纷掏出

现金放在小夏简陋的募捐盒里，一元、
五元、十元……有的乘客直接投进了一
百元。一边接受乘客的心意，小夏和同
学一边鞠躬感谢。

大学生地铁上
英语演讲募捐

两分钟之后，地铁到站，小夏的演讲结束了，她带着哭腔告诉大家：“谢谢大家，如果您觉得刚才的演讲还可以，就为阳阳的妈妈
献上您的一份爱心，如果您觉得刚才的演讲不好，也请为我们的勇气鼓鼓掌。”

当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有的人伸出双手求助，有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当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自我的时候，有的人
是为了锻炼胆量，有的人却有更重要目的。行色匆匆的地铁车厢内，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她们，然而饱含热情的地铁演讲，让来自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的7名女生收获了乘客赞许，并为慷慨解囊。

学生们地铁演讲的背后，是为了帮助同学身患癌症的母亲筹集治病的钱。

1月3日下午4点，在结束当天的
课程后，夏源岭和3名同学再一次来
到了学校附近的地铁2号线连山坡
站，开启车厢内的英语演讲。

几分钟后，进城方向的地铁开
了过来，4位女生跟着人流走进了车
厢，小夏很快进入角色，她走到一节
车厢的一端，面向低头耍手机的乘
客，旁若无人地讲起了一段英语，告
诉大家，珍惜身体，远离癌症。

声音大、感情丰沛，肢体语言
频繁，小夏的演讲吸引了车厢内大
部分乘客的目光，随着演讲的推进，
大家回过神来，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两分钟后，地铁到站，小夏的演
讲结束了，她带着哭腔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如果您觉得刚才的演讲
还可以，就为阳阳的妈妈献上您的
一份爱心，如果您觉得刚才的演讲
不好，也请为我们的勇气鼓鼓掌。”

车厢内的乘客纷纷从自己的包
里、口袋里掏出现金放在夏源岭简
陋的募捐盒里，一元、五元、十元
……有的乘客直接投进了一百元。
一边接受乘客的心意，小夏和同学
一边鞠躬感谢。4名女生继续往下一
节车厢走，轮流进行英语演讲。尽管
英语口语水平并非一流，但2号线连
山坡站到牛市口站往返18个站，不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4名女生用这
样的方式，收获了800多元现金。

同学妈妈患癌

装钱的盒子上贴了张“募捐盒”的
字条，一些乘客主动和4名地铁演讲的
女学生聊了起来。原来，他们均来自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龙泉校区），是学校

“sunshine晨读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课余时间都在一家英语口

语培训机构学习。”小夏说，3周前，他
们得知了培训班同学阳阳的妈妈患上
了癌症，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自
己的同学。

晨读俱乐部是学校一些喜欢英语
的同学成立的一个小团体，共20多人，
这是他们第3次通过地铁演讲的方式
为阳阳妈妈募捐。“每次大概4到7个
人，乘坐地铁2号线往进城，然后坐回
来。”第一次为阳阳妈妈募捐是去年12
月29号，有6个小伙伴参与，捐了860元
左右；第二次是去年12月31号，只有2
个人，捐了300多元。三次演讲下来，已
经为阳阳的母亲筹得了2000多元钱。

小夏拿起他们平时所用的“募捐
盒”向记者展示，这是一个普通的长方
形透明塑料盒，盒盖上贴了一张带有

“募捐盒”字样的纸条，另一个就是一
个黑色的鞋盒，里面都是一些零碎的
现金，还没来得及给阳阳送过去。

为了让地铁车厢内乘客知道他们
的用意，在每次演讲之前，学生们会用
中文简单地阐述他们希望帮助同学母
亲的目的，“我们首先要说明来意，要
不然别人会认为我们是骗子。”

其实，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晨读
俱乐部学生在地铁上演讲募捐，在
2017年5月份就已经开始，“当时是
为了给山区的孩子募捐一些学习工
具和书籍，前后一共捐了2000多元，
还有为学校的志愿者协会筹集资
金。”刘潇忆同学说，之所以会选择
在地铁上演讲，是因为地铁上大家
都是坐着的，空间相对比较封闭，演
讲的效果要好一点。

她还告诉记者，从来没遇到过
说他们是骗子的人，“我们都会随身
带着学生证和身份证给乘客看，大
部分人都相信我们并为我们捐款。”

在1月3日地铁演讲中，一位乘
客叫住了小夏说：“你们为什么不拿
个二维码呢？现在大家出门都很少
带现金了。”小夏表示，现在还没有
对公的收款二维码。这位乘客立马
拿出手机用微信转了10元，他告诉
记者，自己也是一名英语老师，被他
们的勇气打动，“能在这种场合下用
英文演讲，而且还是为了帮助别人，
很值得大家学习点赞。”

还有乘客表示，和别的募捐不
同，学生们在地铁内演讲，不仅要用
真本事，还要克服心理上的困难，还
有可能面对并不搭理他们的顾客，

“和一些直接展示自己的困难甚至
骗人的不同，他们是付出了的，对这
些女学生来说实属不易。”

小女生的勇气
地铁演讲

18个站收获800多元

背后原因
帮助同学母亲
筹治病钱

乘客点赞
用了真本事

也克服了心理上的困难

受助同学
“我跟妈妈说，

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

癌症父亲“停药救子”，志愿者帮忙爱心筹款

6岁儿子对爸爸说：
“你不要放弃我，要坚强”

前几天，45岁的杨仕刚去做了彩超检查，提示肝脏有了多个结
节，不知道是不是去年8月肝癌手术后又复发了，此时的杨仕刚没有
精力理会自己的病情，甚至在10多天前停了药——6岁的小儿子剀
剀已经在医院重症监护室住了快30天，仍然没有好转的消息。

2015年，剀剀确诊神经母细胞瘤4期，经过两年的手术、化疗、
移植和维持治疗，终于基本停药。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8月，
杨仕刚确诊肝癌，因实在拿不出治疗费用，杨仕刚只接受了手术治
疗，没有化疗。偏偏，2018年11月，剀剀再度生病住院，在ICU住了快
一个月，仍未找到明确病因。为了给孩子筹钱，杨仕刚停掉了自己的
药，天天守在ICU门口。“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能放弃他。”

目前，剀剀妈妈所在的村开始为她办理低保政策，志愿者也帮
助孩子发起了筹款。截至5日，爱心人士已经帮他筹集了4万多元。

爱

爱

杨仕刚在自助机上查询治疗费

听了演讲，乘客纷纷慷慨解囊 1月3日，面对地铁上耍手机的乘客，小夏大声地开始爱心演讲

都都成成
CHENG-
DU

工作中的 生活中的 价值观中的

发现

勤 美 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