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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彭可心

规划

湖南有了首个“互联网+小区”，物业服务更接地气

互联网+进小区，居民感受智慧生活
12月16日上午，在第二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论剑”之际，
湖南首个“互联网+小区”项目也
在长沙人民会堂正式发布。此次
活动由长沙市经信委、长沙市住
建委主办，中国银联、中国银行、
乐住网络三方共建我省首个“互
联网+小区”智慧社区项目，长沙
市“智慧小区”建设指导意见同
时出台。

在多年前， 你可能无法想
象，出入小区门禁、道闸以及搭
乘城市交通工具，仅需一卡“搞
定”;水电燃气费、停车费、物业
费，可以在线缴纳……这个名为
“乐住智慧小区” 的综合服务移
动互联网平台，即将缓慢影响你
的生活。

对此，三湘都市报《创周刊》
记者专访了“乐住智慧小区”创
始人曹志远， 听他讲述如何将
“互联网+小区”做成一个接地气
的项目。

雏形：从业主手册到网站

见到曹志远，是“互联网+小
区”项目发布会的第二天。说起
发布会，他仍兴奋不已。“从《业主
手册》到现在的‘互联网+小区’，
我做的无非就是———如何把想
法付诸实践。”

1985年，曹志远出生于安徽
寿县。2006年夏， 他从湖南生物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进入
长沙一家装饰公司做业务员。
2008年，曹志远来到一个新小区
的物业办公室，无意中看到一份
即将定稿的《业主手册》。曹志远
脑子一转，向经理提出，他可以
出钱帮忙印刷这批《业主手册》，
只要允许他在手册上登几个广
告。 物业老总觉得这是小事一
桩，爽快同意了。

曹志远利用过去在装饰公
司打工时积攒的人脉，找到31个
愿意出钱登广告的建材商家。花
费身上仅有的2800元钱，做出了
第一本彩页杂志版、共计1000册
的《业主手册》。这一笔生意让他
净赚了3万元。

2008年12月，他毅然辞掉工
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直到2012年，曹志远和妻子
去香港，发现了一个长沙没有的
现象。“香港90%的人都在玩手
机，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做一个
服务新房业主的网站。”

一个大胆的想法又在他脑
海里浮现，而这就是“乐住智慧
小区”的雏形。

推广：“先圈地，再建楼”

从香港回来后，曹志远开始
琢磨这件事，一晃两年时间过去
了。“创新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
事， 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
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与许

多物业公司、房地产公司交
流，了解他们的需求。

于是，这个集思广益的
“乐住智慧小区” 的综合服
务移动互联网平台应运而
生，以先进、安全、可靠的网
络系统为基础，通过对小区
进行硬件、 软件双改造，实
现社区和居民的服务设施
移动互联化，满足了物业智
能化管理和居民生活服务
需求。

今年7月，在“乐住智慧
小区” 具体规划出炉后，曹
志远开始推广用户体验。用
他的话来说， 前面2年时间
他在用“先圈地，再建楼”的
方式吸引更多小区参与“乐
住智慧小区”的合作共建。

“我们为合作物业企业
免费提供OA系统、CIM系
统等软件和服务，并试行对
全部物业企业开放，物业公
司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
开通小区专属的网上物业
服务中心。这样，我与许多
物业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让‘乐住’顺利进驻
合作小区进行用户体验。”

模式：1+1+1>3

记者现场体验了一下
“乐住APP”， 在上面可查看
小区有没有停水停电等特
殊情况，还可以在线缴付水
电费、物业费、停车费，家里
或小区有设施故障还可以
在线向物业报修、投诉。

“小区智能改造后，还
可用小区一卡通直接打开
门禁、 在自助售货机上消
费，电动汽车还能在小区自
助汽车充电桩充电。” 曹志
远介绍，小区二次水电自助
缴费终端机、 自助售货机、
智能垃圾处理系统、自行车
租赁等都将在项目合作的
住宅小区开展建设。“在小

区安装智能垃圾处理系统
后，小区居民扔垃圾时，垃圾
桶会‘发声’ 提醒你垃圾分
类；垃圾桶快满时，感应系统
会自动通知物业， 这个垃圾
桶需要清理了。因为垃圾桶
安装了红外线感应系统，夜
晚业主经过时，垃圾桶会亮
光为业主照路。”

此外， 当朋友来家里做
客时， 业主可用手机发送详
细路线图，指引朋友到达单
元门前，并远程开启门禁，省
去了朋友在小区乱打转。“这
个功能也打通了互联网+的
最后一公里。”

这个由三方共建的湖南
本土首个智慧小区项目，是
集物业服务、政务服务、社区
金融与便民服务为一体、自
主技术研发的综合服务移动
互联网平台， 在全国创新性
地开辟了“1+1+1>3”的叠加
建设模式， 即：“1个平台：网
上物业服务中心 (P端)，1张
卡： 小区智能化改造(含小区
一卡通)，1个APP：业主服务
手机端(C端)”。

曹志远说， 目前长沙市
已有536个小区参与该项目
合作共建， 其中300多个物
业小区近20万业主享受到
了24小时“网上物业”，通过
物联网与互联网结合、 电脑
端与手机端数据同步，物业
公司能为业主提供日常通
知、报事报修、水电燃气等公
共事业缴费、 物业费和停车
费等支付、投诉建议等线上
服务以及物业内部管理。

遗憾：使用率未达到预期

曹志远说， 现有参与该
项目的小区，“乐住APP”使
用率均达到50%以上。 但记
者走访了三万英尺、华雅花
园等“乐住”进驻小区，部分
小区虽然很受欢迎， 但仍有

部分小区使用情况并未达到
预期。

住在华雅花园2栋的杨
阿姨今年6月下载了“乐住
APP”， 但没用到半个月，她
就卸载了。 她直言当时使用
时用处不大。“停水停电通知
还是得靠楼栋贴的通知 ，
APP里面信息更新得不及
时，后来觉得太占手机内存，
就卸载了。”

在记者采访的其他业主
中， 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业主
表示，对“乐住APP”不是很
了解。 家住三万英尺的余阿
姨说，“我们用手机只用基本
功能， 这种程序都不会用。”
而小区的年轻业主们明显
也在适应“乐住APP”的过程
中。

华雅花园4栋业主陈先
生拿着电卡在小区保安岗亭
旁的“智慧小区水电自助充
卡平台”写卡，他刚用“乐住
APP”充值了300元电费，只
要将电卡插入平台写卡，电
费便缴纳完成了。“我刚用这
个功能没两次，说老实话，总
有点担心平台出问题电费充
不进去，有个适应过程吧。”

面对这样的问题， 曹志
远表示“属正常现象 ”。
“2014年5月我们正式启动
这个项目， 今年8月才开始
大面积推广。 前期试用版本
信息更新不及时的情况存
在，但经过几个月运行，我们
在后台修改了很多程序，现
在的版本已不会出现这些问
题了。”

他说，现有任务是“要将
卸载的用户重新拉回来”，对
这点， 他非常有信心。“我们
之后可以推出APP缴费打折
之类的活动， 吸引用户重新
使用， 他们重新使用后就会
发现， 现在的APP是实实在
在能帮助居民生活的， 从而
成为忠实用户。”

长沙引入“智慧小区”概念
3年内让小区有互联网气质

在全国智慧城市建设和互联网+
的浪潮下，智慧社区建设成为了“最后
一百米”的落地工程。12月16日，长沙
市住建委总结湖南首个智慧小区项
目———乐住智慧小区前期建设的经
验，发布了《关于推进长沙市智慧小区
建设的指导意见》。“争取用三年的时
间，实现‘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和谐宜
居’的目标”，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杨
新武称。

《意见》指出，应推动“物业管理智
能化、对业主服务智能化、社区管理智
能化、市场监控信息化”的四化建设。

据杨新武介绍， 例如在实现物业
管理智能化方面， 将推广智慧物业小
区应用系统， 引进智能物业管理服务
平台; 在实现对业主服务智能化方面，
将推广智慧物业小区移动互联网用户
终端软件使用， 开展网上物业服务的
普及应用并引导小区各项便民智能建
设投入，开展新能源智能充电设备、水
电气缴费终端等各项建设等;在实现社
区管理智能化方面， 将推进业主委员
会、业主监事会的建设，通过智慧小区
业主信息平台，实时开展公示、选举、
投票、监督等工作，推动业主代表大会
制度和业主大会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等
试点;在实现市场监控信息化方面，将
推进信息动态跟踪体系建立， 运用市
场数据统计，分析物业行业动态，以制
定行业规则，推行行业管理标准等。

记者还了解到， 雨花区将作为长
沙内六区首批试点区域。作为“智慧小
区”示范试点，该区将优先推动智能物
业、社区金融等率先应用，发挥引领示
范的作用，推广建设经验和创新模式，
带动长沙市智慧小区的健康发展。

他山之石

青岛：
五年后实现智慧社区全覆盖

12月15日， 第五届国家数字家庭
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年会在青岛召
开，150余家企业推出的数字家庭产
品吸引了不少参会者关注。下班回家
的路上， 通过遥控就可控制家中空
调、热水器、厨房设施 ;通过视频就可
了解家人是否已经回家, 孩子是否在
做作业……青岛将成为国家数字家
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 预计2020年实
现智慧社区全覆盖。

天津：
2017年构建“智慧天津”总体框架

到2017年，天津将基本构建起“智
慧天津”的总体框架。其中包括智慧医
疗、智慧社保、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智
慧气象、智慧社区、智慧城区、智慧乡
村等多个方面。

华雅花园小区车库内，电动汽车借助小区自助汽车充电桩为车子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