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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仇惠栋 李凯 许雯斐 董翔 胡明峰
实习生 石子萱

当一座城市竭尽全力吸纳优秀的年轻人时，
越来越多心志高远的年轻人为挑选城市而辗转反
复。在京沪线、沪宁线等交通干线，有这样一群人
在“候鸟式”折返，南京是一个重要的栖息地。

快捷的交通方式挤压了时空距离，这座枢纽
城市以何吸引南来北往的人们停驻、落脚？他们
为何对这座城市一见钟情，却又来回奔走，他们
因何在这里安家落脚、长相厮守？《南京观察》记
者日前走近这一来来往往、双城游走的群体，了
解他们的工作生活。

他们，很多人可能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南
京人”，但他们奔走的步伐，却具有风向标的意
义，应和了这座城市不断攀升的雄心，让更多的
人在这里获得机会，与城市一起强大。

双城游走，来这里有更多的“笑脸”

“来南京后最开心的事，是看到员工脸上的
笑脸越来也多，紧皱的眉头不见了，那种状态我
最能感受到。”胡建中感慨道，这也许就是幸福感
在飙升吧！带着创业公司告别“北漂”来到南京，
被他视作最正确的决定。

“从五环外东南角的亦庄，到西北角的中关
村，上个班要横穿一个北京城，耗时一个半小时，
地铁转车四五次⋯⋯”胡建中从一家世界500强
企业大中华区市场营销总监岗位辞职后，2016
年在北京创立游极虚拟现实科技公司，瞄准了
VR+航空教育和人工智能产业方向。漫长的通
勤距离是创业之路上的“痛点”，为了节省出加班
的时间，他经常在凌晨两三点忙完工作后，睡在
公司的办公室。

更加折腾的是搬家。“3 年搬了 6 次，无非是
因为房租成本太高，合适的办公室难找，房租押
三付三，很吃现金流。”2019 年，他把公司及 12
人团队整个搬到南京，与新研机构凤凰智慧教育
研究院合作，孵化出一家新的科创企业。

“这么多年去过厦门、大连等很多城市，老家
的广州也抛来橄榄枝，但还是最钟情南京。”胡建
中说，南京发展势头猛、潜力巨大，高校人才集聚，
非常适合他公司这样的初创企业。南京经开区汇
智科技园给了 200 多平方米办公室，三年免租，

“面积跟以前的办公室差不多大，相当于省100万

租金”。团队成员住在人才公寓，租金也有减免。
“以前在京员工每年有 50%流失率，不停招人都
快愁死了，现在在南京发同样的工资，他们留下来
的钱更多，人员非常稳定。最近有三个员工有意
在园区附近买房，已准备交定金。”团队有了好状
态，公司发展也顺风顺水。“来南京这两年，业务每
年增长两三倍。”创业之路上，最亏欠的就是家
人。他大约平均每两周坐高铁回京一次，与妻子
和11岁的孩子度过难得的周末亲子时光。

相比于胡建中的“南北游走”，每周穿梭在沪
宁线上的东国伟要更加“收放自如”。三年前带
着团队从英特尔上海公司辞职创业，在南京马群
科技园创办了棣拓智能公司，专注于智慧城市解
决方案。“如今三年下来，公司实现盈利，走上正
轨了。我一半时间在南京，一半时间在上海。”东
国伟说，这样的双城生活对于公司三位创始人而
言是常态，毕竟早已安家在上海，而跟随而来的
年轻员工纷纷扎根南京，“三年下来，一个个买车
买房了，这在上海很难实现。”

同城生活，“8小时在宁”追逐更好机会

清晨6点04分，在手机闹钟响前一分钟，吴君
就会在睡梦中醒来。要在40分钟内，赶上6点44
分经停芜湖开往南京南站的G7274次高铁，必须
争分夺秒：15分钟洗漱，再喝杯热水，骑15分钟共
享单车到芜湖火车站，预留时间安检进站⋯⋯

每次经停马鞍山东站时，吴君总能看到站台
上乌压压的候车人。在列车5号车厢和6号车厢
中间的车门处，挤着的都是去南京上班的人们。
因为这里距车站出口最近，可以最快速度出站赶
上地铁。其中很多是熟面孔，偶尔寒暄闲聊，教
师、医生、IT 工程师等各种职业的都有，大家都
是争分夺秒去南京“打卡”上班。

7 点 20 分到站，一路小跑赶上南京地铁 1 号
线，7点33分到安德门站，继续小跑转乘2号线，7
点45分左右出地铁站，步行10分钟，到单位吃完
早饭，一看表“提前20分钟到岗”⋯⋯快速通达的
高铁，让他下定决心走出家门口就业的“舒适区”；
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坚持两地往返生活已 6
年。吴君所在的公司在南京布局了区域总部，他
奋力一跳从子公司考进了总部。看得见的变化是
收入高了一大截。深切感受是，工作视野和社交
圈层的不断提升，未来有更多选择。

单程动车票 31.5 元，单程地铁 4 元，每天往

返 71 元，一个月需要花销 1562 元。他算了一笔
账，“通勤成本也够租房，但每天陪伴孩子和家人
的时光，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突发的加班加
点，可以顺利在晚上 8 点 30 分左右回到芜湖的
家，来得及给孩子讲绘本、玩游戏，“这样的‘白+
黑’，性价比很高！”。

“不堵车也就 40 多分钟，跟住江宁差不多。
怕堵车就坐高铁。”家住马鞍山的刘先生的双城
生活比吴君更加轻松。在宁一家大型证券公司
做技术支持工作的他，作息时间很稳定，每天回
马鞍山跟朋友约饭撸串也很少迟到。“我不说，他
们都不知道我是跨省上下班。在南京赚钱回家
花，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唯一让他和家人至今懊
悔的是，“如果留在南京，当时肯定要买房，到现
在涨了很多，错过一波。”

相比之下，吴君更有先见之明。在南京江北
新区买的新房日前交付了，但焦虑也随之而来，
新小区的学校让人心里没底。“家里是‘恩正’的
学区房，小孩的教育是头等大事。”他摇摆不定，
到时先摇摇民办，摇上好学校就搬家来南京，就
看“运气”了。

落户南京，“来鱼多的地方撒网”

“相比上海，南京生活压力小一些，节奏慢
些，也很有文化底蕴，这是选择南京落户的原
因。”入夜时分，坐落在南京经开区恒园路 1 号的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仍灯火通明，南京牧镭
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朱海龙带着团队在
这里加班，但大家心里却是定定的。

33岁的他是山东人，从英国名校毕业后，在中
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从事研发工作。
2015年，他和9名同事一起来宁创立公司，如今，这
一团队全部在南京安家落户，公司的带头人周军博
士还享受到南京购房绿色通道和购房补贴。

“10 名工程师组成的初创团队，当时平均年
龄只有 25 到 26 岁，刚成立半年就拿到了数千万
元的天使轮投资。”朱海龙说，如今累计获得投资
上亿元，在南京的打拼很有成就感，已成功推出
地面式、机舱式等两款测风激光雷达产品，打破
了国外厂商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垄断。

“只有到鱼多的地方去撒网，到草多的地方
去放羊，才能创造更大效益。”中铁十一局华东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疏王炀，2020年跟随着
企业总部外迁的脚步，从中部地区的一座城市举

家搬到了“鱼多的地方”——南京溧水。新的总
部大楼尚未建成，他已经在溧水开发区购置了一
套127平方米的新房，在这里开启他的新生活。

直管行政人员百余人，旗下建设团队 3800
多人遍布全国各地，这样一家体量庞大的“国家
队”企业要把总部外迁，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的
主业是轨道施工。长三角未来每个城市和区县
间都要有高铁和城际铁路，这里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疏王炀说。

为何中意南京？是这座城市的年轻人让他
们眼前一亮。2018 年 4 月 25 日下午，公司高管
首次来到溧水考察，溧水经开区招商局的四位工
作人员接待了他们，“清一水儿的年轻人，20 多
岁，毫不怯场，条理清晰、滔滔不绝地介绍开发区
的招商政策和环境。”

放眼长三角大小城市，备选项太多，疏王炀此
后一个多月没有联系过溧水方面。溧水的“年轻人
们”有股必胜的热情，每隔两天就把新争取来的政
策和优惠推给他，不在乎有没有回复。时间一长，
双方互动升温，最终敲定公司华东总部落户溧水。

总部大楼尚未建成，疏王炀已经看到这个昔
日郊县的未来：“道路体系不断完善，城市建设不断
加速，每天早上我都要去家门口的月麓湖跑步，刚
来的时候还正在建，现在从塑胶跑道到亮化绿化都
已经配齐，非常漂亮了。”目前，公司有400余名职
工已经在溧水买房安家，这里又多了一波年轻人。

为什么是南京？一个恣意生长的机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南京市常住
人口已达到 931.47 万人。南京市统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当下，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
现象已相当普遍，南京市流动人口为 265.18 万
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28.47%。流动人口年均
增长率远超过常住人口，反映了南京对周边城市
及外省人口的吸引力。

为什么选择南京？面对这一问题，来宁的创业
就业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线城市不适合初创
公司，在南京创业成本更低，同样能招到优秀的人
才，还拥有广阔的市场。”东国伟说，公司智慧消防、
智慧水务的多个项目已经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落地。

他告诉记者，原来的公司每年都会有一批人
出来创业，大家都走出上海在周边城市找机会落
地，南京则是更具性价比首选地。值得关注的
是，这些城市间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转移。“现

在，有的同事跑得更远，再坐上一个多小时高铁，
就到了合肥，房价更便宜，人力成本更有优势。”

随着城市能级不断提升，南京的门槛也随之
提升，单纯的“成本优势”渐渐摊薄，城市需要更
加硬核的吸引力。“从人口数据变化来看，人口的
规模和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企业数量总体呈现
正相关。”研究最新出炉的人口普查数据，相关统
计专家表示，人口向一个城市的集聚，一方面和
这个城市的能级有关，但更多的是和这个城市的
经济、产业、发展生态和机会有关。

“南京本身城市在成长，这里有年轻人的发
展空间，我找到了方向。”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的
后台架构师胡勇超此前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
了 10 余年，亲眼见证了共享单车等互联网企业
的兴衰起伏。“选对方向很重要，同时策略要灵
活，必须不断调整。”胡勇超坚定了他职场转向的
决心。得知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先生在宁创办新
研机构的消息，他放弃了在京买房的机会，决定
来宁加盟、安家落户。“南京的收入水平会比北京
低一些，但算上房价成本的话，生活压力会小很
多。关键的是，在这里发展机会很多。”他最中意
的是，在这里年轻人的想法会得到尊重，研究院
鼓励大家把想法付诸实施、孵化企业。此前一位
年轻同事就领衔创办了“图灵小蚁”，设计的智能
垃圾箱已经接到了订单。

7 月 16 日 10 点半，南京华易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阎勇带上简单的行李，匆匆赶往南京
禄口机场，拜访远在厦门的客户。“事业在哪儿家
在哪儿。”60 岁的阎勇来宁创业，保持着年轻人
的状态。2020 年 4 月，他从工作了 37 年的前公
司高管位置上离职，来到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
园开启创业之路。为什么选择南京？“落地之前，
我们跑了四五个城市，我们感觉到，这里给了我
们创业者最大的尊重和信任。”

华易泰是一家专业生产半导体、面板显示器
生产设备的企业，在江北新区有适合其发展的最完
整的产业链体系。去年10月，华易泰的厂房一启
用，就签下了1.4亿元的大单。如今，妻子安家在了
上海，留学归来的儿子在深圳奋斗，“企业还在成长
期，我周末到上海、深圳，也不是‘回家’，一般会约
上朋友进行项目、融资等交流和沟通。”阎勇说。

不到一年，华易泰已集聚海内外人才 80 余
名，渐渐地，原本“候鸟式”来回的技术骨干，开始
选择安家南京。“有的家里的小朋友已经在江北
新区读书，会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了。”

□ 本报记者 许雯斐 通讯员 泰山轩

7月13日下午两点左右，泰山街道为民服务
中心二楼的洽谈室内，工作人员张天宇一连打了
6个电话。他身旁坐着的泰山居民林师傅，希望找
一份操作工的工作。张天宇翻遍电话簿，一家家
问，再一个个与林师傅沟通。当天虽未达成工作
意向，但林师傅的情况和求职诉求已经登记在册，
一旦有消息，张天宇还会这样一个个电话沟通。

单独设置的洽谈室，配置注重保护隐私的磨
砂玻璃，办事人落座沙发，工作人员会递上一杯
水，有需求“慢慢讲”“尽管提”。以往，这样的场
景更像是银行、商场客服中心等为VIP（贵宾）提
供的环境和服务，而如今，这一切都已在泰山街
道为民服务中心实现。

“居民来办事，都是 VIP。”在南京江北新区
泰山街道，“家门口”的为民服务体系“重装升
级”，全新亮相。

“咱家客厅”颜值高有内涵

一改办事人员的“严肃形象”，颠覆百姓对办
事机构的“刻板印象”，就要来一场由内而外的变
革。今年以来，泰山街道对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进
行全面升级，提出“为民服务客厅”的全新概念。

“啥是客厅，进了服务中心，居民就像进了自
己家，进门不拘束、办事不麻烦。”泰山街道为民
服务中心负责人陈晓艳说。

放眼这间“客厅”，等待区、办事区、自助区区

隔分明。等待区内，一排天蓝色的沙发置于“客
厅”中央，旁边设有饮水机、阅读区、洽谈区等。
再往“客厅”外看，同样是天蓝色的雨棚下，一排
充电桩供办事居民免费使用。

“客厅”一侧，一间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内，
摆满了社保卡办理、证件照打印、税务办理等各类
自助服务机。办事窗口还提供午间、周末预约办
服务。“5+2”“白+黑”，这间“客厅”服务“不打烊”。

泰山街道是江苏省“15 分钟医保服务圈”示
范点的建设单位，在这间“客厅”里，刚建成投用
的“示范点”也是一大亮点。

走上中心二楼，这里是 7 月 1 日刚刚开放的
居民医保服务中心，10 余个窗口一改以往的“柜
台式”，统一设置为“卡座”。一个个窗口被清新的
白色挡板隔开，形成一个个半开放式空间，人坐下
去，几乎只能看到头顶，既不压抑又保护了隐私。

“居民办理医保业务时，提供的信息或资料会
涉及到自己或家人健康方面的隐私，因此，我们把
窗口建成了类似咖啡厅的‘卡座’。”陈晓艳介绍。

在前来求职的林师傅所在洽谈室隔壁，还有

一间名为“留声空间”的房间。陈晓艳解释，一些
前来咨询医保事项的居民，可能会涉及到精神类
疾病，他们对服务的要求更高，诉求和表达方式与
一般居民不同，因此，中心特设了这样一个空间。

“为民服务重在细节，为民服务水准的高低，
与细节上能否更加科学化、人性化息息相关。”泰
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为民服务客
厅”这一概念渗透到为民服务中心建设的每一个
细节，从家具选材的舒适考量，到功能区域的优
化设置，再到服务理念的公开公示、服务流程的
完善优化。一间“细节满分”的服务客厅背后，是
对为民服务、百姓需求的处处用心、事事上心。

三个“服务圈”直达“家门口”

2019年底，泰山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鲁佳经历了一次全面转型——由中心社保专员转
变为全科窗口工作人员。“每一位取号办事的居
民，只要到了你的窗口，你就要接下件办理，哪怕
是工商件，你也要接下来登记，在后台转交工商窗
口办理。办事居民绝不会听到‘请你到某某窗口

去办理’或‘办不了’‘不清楚’这类的话。”鲁佳说。
江北新区推动街道体制机制改革，全面下沉

174 项行政审批事项到街道。为接得住、接得好
下沉事项，街道在机制上打通各条口、资源，并通
过培训实现窗口人员全部“全科上岗”。在如今
的为民服务中心，除 1 个城市管理行政审批专窗
和 2 个工商后台审批专窗外，其它 13 个窗口均
为全科窗口，街道还对接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
形成“174+”审批服务事项在街道内一站办结。

泰山不仅接住了这份沉甸甸的改革任务，并
充分释放了为民服务的最大“红利”。这也正是
街道改革的应有之义。

80多岁的韩奶奶，每个月都会有这样一个行
程：乘坐公交车到浦口医院为老伴拿药，回程时，大
华为民服务分中心恰好在途中一站，她下车将医保
报销的资料交给分中心工作人员，便放心地到隔壁
菜场买菜，买好回头拿上单据，再坐公交回家。

“15 分钟服务圈”，主要由街道为民服务中
心，和大华分中心、天景分中心为居民提供服务，
2个分中心同样承担“174+”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一样能实现“居民进了门，一定能办事”。
大华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分中心的

选址不仅考虑服务半径，还充分考虑了周边配
套。如大华分中心服务半径包含了街道的 5 个
社区，覆盖近 11 万人口，选址在 5 个社区的中心
点，周边有菜场、公园、公交站等。

除“15分钟服务圈”，泰山街道还打造“10分
钟便民服务圈”，在各社区（村）便民服务站设立全
科窗口、综合窗口，下放审批服务权限，将174项
审批服务事项全面下沉到社区并同步接入南京市
综管网录件、评价系统；延伸“5 分钟利民服务
圈”，统筹推进“服务事项进网格”民生项目，将网
格代办、帮办、上门办共性服务事项扩充至35项。

“红色小屋”筑强“服务阵地”

近两年，一座座“红色小屋”出现在泰山居民
的“家门口”，它们就是泰山街道建设的基本覆盖
辖区内全部小区的73座网格红色驿站。

小小网格，激活了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更是为民服务工作最重要的抓手。走进泰山街
道大华社区香鸢美颂网格红色驿站，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醒目的“大华社区网格员代办事项”告
示牌。依托“泰山便民”APP，上面列出的低保证
明、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等35个事项，网格员
均可为居民代办、帮办、上门办。

“您看看我的微信，这些居民都是我的‘高
频’好友。”大华社区23号网格员孙佩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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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街道“家门口”为民服务体系“重装升级”

居民来办事，都是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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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往往的南京人来来往往的南京人

编者按：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

础，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竞争越来越集中体现在
人口争夺，体现在人才竞争上。过去十年，南京增加了
130多万人口，其中流动人口增速要大于常住人口。当下南
京，人口正呈现何种发展趋势？吸引人口优势何在？科技创新人才、新
锐青年，他们向往什么样的城市？今起新华日报《南京观察》将陆续推出
“关注南京城市吸引力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赵亚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