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立方 校对/ 娟妮

网约护士是趋势还是昙花一现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张辛欣 席敏）
在租的房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很多人曾
经的梦想，如今似乎并不那么难实现。即使是几
平方米的房间也能享受现代装修和温馨服务，房
间可以“量身定制”，甚至能够选择邻居……租
房，因为理念、模式、服务等一系列变革，拥有了
哪些新的“打开方式”？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租出新生活

搬进新房的第一天，“80后”朱晨请朋友在楼
上的天台小聚。在青岛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的
他租下公司附近的套房式公寓，将其中一间布置
成健身房，还在门口设计了一个吧台。朱晨说，
如今每天省下1小时路程，有了更多时间锻炼休
闲。“越住越舒服，越住越有家的味道。”

房子是租来的，住在这里的时光却是自己
的。曾几何时，低品质的租住生活和居无定所的
担忧让租房成为很多人头疼的事。如今，随着商
业模式、技术、服务等革新，越来越多像朱晨一样
的人们从租房中品出了新的生活。

租得更有尊严。和过去仅提供房源不同，包
括自如、魔方等在内的租房平台开始扮演起“托
管”角色，将房屋重新装修、精细管理。

“过去房子选中介，如今更多是我们挑房
子。”自如创始人熊林说，自如按照房龄、户型、社
区等指标遴选房屋，给每户房子“配置”设计师、
装修团队。

三间卧室至少有一个卫生间，将宽带升级到
小区最高值……“打包”装潢和服务的长租公寓
一经推出受到市场欢迎。有数据显示，整装长租
模式有望撬动万亿级市场。

住得更加从容。通过大数据对房屋精细管
理，中介做起了物业，租客也拥有了管家。记者
调查发现，诸多租房平台都在尝试用数据管理好
每一间屋子甚至每一个水管、灯泡，并配置保洁、
维修以及物业服务。

生活有时也在别处。北京胡同“怀旧风”客
栈、上海外滩“文艺范儿”民宿……特色民宿短租
的兴起为旅行添了更多滋味。数据显示，预计
2018年我国在线民宿预订交易规模将近200亿元。

“好的环境总是有‘治愈’能力。”管理超过1
万套精品民宿的北京路客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副总裁元媛说，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居住而非
拥有住房，“租”出新生活已成潮流。

租出朋友圈

345个房间被分为四个不同“星球”，每间房
门贴上专属标签，共享屋顶花园、健身房甚至宠
物盥洗区，不定期社区活动……不久前，社交型
公寓Meeta自如寓开业，引起青年租客的关注。

生活不是一根网线，一部手机。在互联网让
人们习惯“孤独”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线下社交帮

人们找回“喧嚣”。在居住功能之外拓展公共空
间和服务，更强调人与人的互动，青年社区类长
租公寓应运而生。

环顾市场，租房平台相继推出社交租房。在
此基础上，主题公寓、特色房屋花样迭出。

“一群年轻人在公寓花园喝着咖啡，聊着电
影和音乐——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回忆起
Meeta自如寓开业情景，熊林感慨，“我希望租房
本身产生价值，不仅能给租客们一个家，还能帮
他们找到可交心的朋友。”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冰认为，起源
于欧洲、日本的青年公寓，在中国市场有着非常
现实的存在意义。“城市里独居青年越来越多，租
房人群年轻化趋势明显。在解决住的问题后，满
足甚至引领精神需求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刘冰说，从无到有，从有到好，被互联网“赋能”的
房屋租赁平台正逐渐向城市生活服务提供商转
型。

延伸服务的同时，精耕市场也是方式之一。
根据细分目标人群设置不同租赁房屋和模式，蓝
领公寓、企业公寓等逐渐产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于春玲认为，瞄
准品质的模式创新尤须守好品质关，要把握住规
模与质量的平衡，坚守工匠精神，把服务做实做
好，实现从产品到品牌的转型。

租出新产业

商业总与需求相伴。新技术和模式重新定
义了房屋租赁，也延伸出新职业和行当。围绕

“租”字，市场空间越来越大。
“起初是为了解决忘带钥匙的痛点和安全诉

求，做起来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产业。”熊林说，自
如在3年前研发出智能门锁，可实现app开门和实
时监控。目前在全国使用智能门锁超过60万个。

纵观家居市场，以房屋为场景，包括人脸识
别、智能家居、报警系统等一系列应用加速落
地。“也许未来，每个家电之间将实现物联网。”山
东宜和宜美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蒋伟红说。

提供租住产品同时，数据也帮助平台搭建信
用体系，并基于信用延伸出更多体验和服务。

模式创新也带来了产业生态。从整装长租
公寓起步，房屋租赁平台相继拓展出涵盖设计、
装潢、搬家、保洁等产业体系。“不少供应商和我
们一起成长，逐渐成为业内龙头。”熊林说，今年
预计有450家供应商在自如的供应链条上，采购
额将达60亿元。

房屋管家、房检专员等不少新职业随之产
生。一些租赁平台提供搬家打包、布置还原等服
务，打包师等职业随之产生。

“职业的产生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刘
冰说，用创新连接城市与生活，将拓展出更广阔
的市场，看到更大的世界。

了解一下，新的租房“打开方式”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陈弘毅 闫祥岭 朱国亮）点击手机下
单，护士就能上门服务。近期，“网约
护士”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西
安、济南等多个城市出现，引发社会
多方关注：服务收费几何？是否安
全？会不会抢夺公共医疗资源？这
种服务将像很多“共享应用”一样昙
花一现，还是会成为医疗资源整合的
必然趋势？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网约护士”的服务
价格由市场决定，护士主要是利用业
余时间提供服务。有关部门正在抓
紧研究制定政策，完善相关监管措
施，推动保障“网约护士”和患者双方
权益与安全，规范行业发展。

手机下单护士直接上门手机下单护士直接上门

30岁的济南某三甲医院护士赵
飞是一名院前急救护士。从2017年
开始，他有了一份“兼职”：利用业余
时间在一个名为“医护到家”的APP
上接单，为患者提供上门护理服务。
如今，他已是“医护到家”济南片区的
护士长。据悉，济南已有超过300名
护士在这个 APP 上注册，注册护士
主要来自各大公立医院。

从去年底开始，10余个提供“网
约护士”服务的手机 APP 陆续上
线。患者在手机上进行注册和身份
认证后，选择所需服务，上传医疗机
构开具的处方、药品及病例证明，即
可等待护士接单。订单通过审核后，
护士就可与患者预约时间，开展上门
服务。

记者登录“医护到家”APP看到，
包括输液、打针、静脉采血等服务，已
经有1万次以上的购买记录。

类似的互联网医疗正成为手机
应用开发的热点。“健护宝”是福建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搞的创新项
目。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双创中
心主任、“健护宝”APP创始人李其铿
说，依托学校教学资源，“健护宝”于
今年4月上线，目前平台拥有上千名
注册用户。在“健护宝”注册的护士，
很多来自在卫生学校取得了相应资
质的学生，他们有时在老师的在线指
导下开展服务。

家住福州市郊的李老伯，上个月
花 199 元请了两名护士上门为他完
成日常造口护理。整个过程大概一
小时，跟在医院的护理标准一样，还
省去了往返医院和排队的时间。“对
于我们这样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真
是解决了大问题。”李老伯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网约护士”
满足了群众对多样化医疗的需求，实
现了社会上零散化护理需求和护士
资源的“精准对接”，是“互联网＋医
疗”的积极探索。

价格如何制定价格如何制定？？安全谁来保障安全谁来保障？？

“网约护士”的服务价格怎么
定？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平台尚无
相对统一的定价标准。一般收费标
准包含护理服务费、交通费两项。以

“医护到家”为例，上门打针、拆线等
服务费为139元一次，护士陪诊服务
费为198元到208元一次不等。“健护
宝”的服务费中，护士的交通费为
100 元左右，护理费根据服务类型，
从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

尽管网上有人认为“网约护士”
护理费用高昂，但接受采访的一些患
者表示，护士上门省去了自己去医院
的时间和交通费，总体是合算的。

越来越多的护士也愿意加入这
个平台。在济南，已有约300名护士
在“医护到家”注册；在福州，“健护
宝”平台已有注册护士500多名。

“从一开始没有订单，到如今平
均两三天一单，工作越来越忙。”赵飞
告诉记者，上门服务一单，他的收入
大约100元，在平台注册以来已有数

万元的收益。据了解，当前护士薪酬
不高，一些医院护士加入“网约护士”
平台，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增加个人
收入。

“网约护士”在所属医院以外提
供服务，患者的医疗安全谁来保
障？按照卫生主管部门此前发布的
相关护士执业规定，护士要在医院
注册，并在指定的医院服务。据悉，
目前，护士多点执业仅在北京、广州
等少数几个地方有了突破，进行了
放开试点，“网约护士”还处于监管空
白区。

李其铿等告诉记者，APP平台在
设置护理服务项目时十分谨慎，目
前更多承担的是居家简单护理服
务，主要包括无创、医疗风险极低的
项目，在确保医疗安全的情况下才
会上门服务。碰到一些风险较大的
护理项目时，则会建议患者到医疗
机构就诊。“医院科室完整，且有严
格的验药、配制程序及抢救设备，这
还是‘网约护士’目前不具备的。”李
其铿说。

目前“网约护士”平台尚无统一
的服务规范标准，为规避医疗纠纷的
风险，有些护士上门服务时会用录音
机或者手机全程录音、录像。“这是对
患者和护士双方权益的保障。”赵飞
说。

护士多为年轻女性，上门服务如
何保障人身安全？李其铿介绍，在

“健护宝”平台，患者注册平台用户
时，必须手持身份证进行验证，人、证
一致才可以通过。此外，患者提交的
订单也必须有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
处方，平台也会对每一个订单进行审
核，若不符合要求，平台会自动取消
订单，并致电用户告知原因。但有消
费者反映，有些平台对于上传材料的
核实并不细致，存在管理漏洞。

福建省护理协会秘书长郑翠红
认为，保障护士安全既需要平台加强
细则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政府监管
部门介入。例如，在护士准入环节严
格审核机制，可以引入医疗专家团队
进行人工审核，确保每名护士都能够
提供合格的医疗服务。此外，在为注
册护士购买人身保险的同时，将上门
医疗服务行为纳入政府监管。

““网约护士网约护士””能走多远能走多远？？

不少平台投资者和医疗界人士
认为，“网约护士”满足了百姓多样
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拥有巨大的
市场潜力。但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
的配套和行为规范，将决定产业的未
来走向。

记者采访多家医院管理者，他们
的态度普遍较为审慎。由于目前“网
约护士”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为患者
服务，对医院护士资源和管理的影响
暂时没有显现。多位专家认为，要让

“网约护士”服务健康发展，还有很多
政策、法律和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有专家认为，应逐步、谨慎放开
护士多点执业，将“网约护士”纳入卫
生行政部门监管。“三分治病七分护
理”这句话说明了护理的重要性，目
前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放开的步子较
大，但护士多点执业的突破还很有
限。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专家认为，
“网约护士”的运作规律不同于传统
的医疗，有关部门应尽快介入，规范
相关行为，避免一哄而上、管理滞
后。

另外，“网约护士”管理也需分层
级、分类别。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护理
部主任林兴凤认为，目前医院的护士
是分类的，如有的是临床护士，有的
是门诊护士。同时也是分层级管理
的，如有的是助理级别，有的是副高
级别。未来，随着“网约护士”的发
展，提供的服务事项日益增多，分类、
分级别管理将十分必要。

银西高铁甘宁段樊沟特大桥施工现场（6月23日无人机拍摄）。目前，位于宁夏和
甘肃交界的银川至西安高速铁路甘宁段建设正稳步推进。据了解，银西高铁是国家高
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617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计划于2020年底
建成通车。 新华社记者侯东涛摄

银西高铁甘宁段建设稳步推进银西高铁甘宁段建设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