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年%月&日 星期三

第 03版

探讨行业深层次变化 把脉物业转型趋势

物业管理

“上海物业展”
成功举办
据了解，此次展会全面展示了
近年来物业管理行业的新技术与应
用方案，参展范围涵盖物业管理公
司、智慧社区 O2O、智慧停车系统
及设备、智能安防、智能家居、自助
服务设施、物业制服、环境绿化维
护、
社区与商业场所娱乐设施、节能
解决方案、清洁及室内环境类产品

上海现代物业管理发展迅速，3500

! 月 "# 日 $"% 日%"&'% 上海国际物业管理产业
展览会在上 海 新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成 功 举 办 $ 来 自 北
京&上海&天津&香港&台湾等地 的 物 业 行 业 协 会 代
表%以及众多知名物业企业负责人等行业大咖出席
开幕式%并在展会期间探讨物业管理行业的深层次
变化%为物业管理行业转型驱动进行'把脉($

等多个板块。
以
“上海服务驱动下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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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物业公司管理建筑面积达
12.
05亿平方米，其中约半数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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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周宏伟表示，作为城市管理的
重要配套，物业管理行业已经开始

行·业·动·态
着手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不少企
业尝试引入物联网等新技术，管理
效率和质量获得了明显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中的物业

5月 4日，
广州市物业管

行广
业州
协诞
会生
者服务总队仪
式在广州海心 青 全
沙举行，这也
年国
意味着全国首
个物业管理行 志 首
业协会青年志
愿者服务总队 愿 个
正式诞生。
者物
据统计，
本次活动集结 服 业
了来自广州物
务管
业管理行业协
会 的 会 长 、常 队 理
务 副 会 长 、副
理行业协会首

新趋势、
新作为”为主题的“2018中
国（上海）国际物业管理高峰论坛”
同期举行。论坛邀请各地物业管理
行业相关领导、专家学者、
企业管理
者、
研究咨询机构，
深度探讨物业管
理行业未来新走向、
新趋势。
展会期间还分别举办了六场现

代物业管理论坛和三场特色物业管
理会议，围绕“绿色、资产、智慧”主
题，
就物联网、社区养老、
高校后勤、
区属房地集团物业创新、
共享经济与
服务经验等话题展开分享与交流。
继 2015年取消物业管理师注
册执业资格认定后，今年 3月发布

的《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次修订）取
消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在业
界人士看来，政策环境显著改善将
助推物业管理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
服务业的转型步伐。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周宏伟援引数据说，近年来

风貌区的里弄式物业服务
衡复物业试点精细化专管员 提升房屋管理能级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具有独特
的文化内涵和生活品位，历史人文
荟萃，街道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优

装工程，有一户居民几年前邻居将
水表装错到他家中，我立即联系公
司工程部，趁这次分装水表的机会

何天翔表示这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
过程。比如乌鲁木齐南路 308号房
屋使用年久，
“得知此事后我就立即

美，
花园住宅遍布整个街区。这样一
个区域的房屋物业管理服务应该怎
么做？
最近，
为提升辖区内房屋管理

给纠正过来。”
袁彬谈起自己能够胜
任这份工作，
心里充满了自豪。
专管试点工作上马后的这一个

联系了工程部人员，并会同居委会
一起上门查看，发现该处房屋确实
存在多处破损。虽然在大修中居民

能级，理顺小区管理岗位机制等问
题，
进一步推进精细化管理进程，
上
海衡复物业有限公司特别启动了小
区专管试点工作，并从公司内部公
开招募了三位试点小区专管员。
小区专管员袁彬管辖的区域为

月里，袁彬解决了长期困扰高安路
1弄 11号居民的楼道内电瓶车充
电，高安路 6弄 4-24号、18号的
门牌号码掉落等问题。居民们对袁
彬的评价都很好，
“物业公司推出专

不愿配合，但本着服务至上、安全第
一的宗旨，最终获得了居民的理解，
解除了房屋安全隐患。”
“阿拉小区物业经理真额好啊！
”
“是呀，小何上岗后帮我们解决了很

天平街道 42、44、
45、
46、
48街坊，
管理面积约为 65766.
81平方米，

管员这个新职务非常好，更能为我
们服务到位，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小区专管员何天翔管辖的区域

多实事，
真的蛮感谢他的。”
诸如此类
的评价时常能在居民区里听到，
居民
的肯定也给何天翔带来了激励，他

对口上海新村居委。专管员的工作
让袁彬得到了锻炼，
“比如淮海中路
1487弄正在进行小区居民水表分

为天平街道 47、
52街坊，管理面积
约为 51549.
1平方米，对口吴兴居
委。
面对小区治理工作的种种难题，

说：
“每次走访都是了解民情的机会，
今后我也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工作
能力，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管理行业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支
持。统计显示，包括上海的上房服务
和浦江国际在内，全国已有 57家
物业管理企业相继上市。周宏伟表
示，上市物业管理企业群体有望继
续扩容，资本市场也会持续关注这
一朝阳产业。
记者 颜静燕

小区专管员李文斌管辖的区域
为天平街道 43、
49、
50、
51街坊，管
理面积约 50892.
36平方米，
对口宛
平居委。谈起自己的工作，
李文斌说：
“是有难处，
但每次都有收获，
看到居
民满意的笑容我就很欣慰。”
有一次，
建国西路 695弄某号下水管堵塞，
生活用水铺满人行道，
影响了行人走
路。他得知后，
立即协调各方，
及时疏
通管道，
消除了安全隐患。
“他一来到
这里就能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给我

届五四青年节
大型公益活动
暨成立广州市
物业管理行业
协会青年志愿

会长、常务理
们居委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谈起
李文斌的工作，居委书记很是满意。
李文斌对待工作的那份热情与细心
房可圆
获得了大家的肯定。

事、理事、会员单位共 50多
家物业服务企业组成“广州
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青年志
愿者服务总队与企业分队”

相关链接
小区专管员主要负责辖区内的
各项费用收缴#辖区内走访#公房管
理#物业管理与服务$通过小区专管

的共 800余名青年志愿者参
加。授旗仪式结束后，
现场举
行了由广州物协和广州青年
志愿者协会公共资源部联合

试点%可以深入了解居民需求%提供

举办的“衣点爱心·旧衣捐
完善的一站式服务和咨询$

赠”
公益项目的揭幕仪式。
据了解，这支全国首个
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青年志愿
为纪念 5.
12国际护士
打 节,不断提高护士的理论专
好 业知识水平，日前，金山区
理 亭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论 中心护理部组织护士开展
活动。
知"
"“三基理论知识竞赛”
"
共有
2
3
名护士参加竞赛。
记
识
比赛决出一二三等奖，
基亭
林
镇 赵莉以 98分的高分拔得头
础 社 筹，包鑫、姜艳、许海燕、沈
区
提 卫 思兰并列二等奖，周娟、赵
佳佳并列三等奖。通过此次
升生
服
巩固了护理人员的专
务 竞赛，
服 中 业知识水平，
激发了中心护
务 心 士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学
病 习创新与进步的热情，为今
患 后更好地服务患者打下坚
能 实的基础，有效提升患者和
力 社会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领导赴青浦调研
期国展中心旁洲际酒店发生的出租

会，市区两级要加强联动，做好各项

金晓，
调研员刘厚权一行四人赴青调
研并举行调研会，
区建管委副主任倪
达锋出席会议，
大队全体班子成员参
加会议。
会上，
区交通委执法大队大队长

车信访投诉案件作简要汇报。总队办
公室、指挥室负责同志就近期信访、
勤务等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金晓总队长在调研中提出三点
要求：
一是交通执法工作要将安全稳

工作，
确保进口博览会的交通保障工
作顺利完成。三是针对洲际酒店对出
租车收费的情况要摸清情况，
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
对破坏行业秩序的行为
要依法处理。

盛国梁对大队人员情况、
近阶段工作
开展情况特别是国家会展中心周边

定放在第一位，
高度关注
“两客一危”
行业，
上下联动，
落实管理责任。大队

区建管委副主任倪达锋表示，
大
队要根据实际，
制定全面详细的进口

区域整治计划、危险品运输、
省际客
运行业监管情况作简要介绍，
并对近

要抓好案件质量，依法依规做案件，
把牢案件质量关。二是针对进口博览

博览会交通保障方案，并深化方案，
在方案中体现安全反恐等工作。

近日，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总队长

新泾镇居民家门口分享沪剧艺术大餐
本报讯 日前，长宁区新泾镇
社区文化事务中心引入市级文化
资源配送服务，邀请上海荣恺文
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在该镇新
泾北苑百姓戏台演出沪剧经典折
子戏专场，让沪剧爱好者和居民
在家门口观看沪剧，分享沪剧艺
术的大餐。
新泾镇是沪剧之乡，看沪剧、

唱沪剧成为广大沪剧爱好者和居
民的喜爱。该镇社区文化事务中
心，为了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的需
求，不但组织本镇的沪剧团队开
展“周周演”活 动 ，还 经 常 邀 请 其
他沪剧团队来社区演出。这次沪
剧经典折子戏专场挑选在观众中
传唱度高、最受观众喜爱的沪剧
经典片段，经过 重 新 整 合 、排 演 ，

原汁原味的经 典 重 现 ，
《茶 花 女·
花盟》男女对唱的优美旋律，令人
回味悠长；
《甲午海战·祭海》深厚
和朴实的经典旋律，令人沉浸其
中；红色经典 代 表 作《王 孝 和·夫
妻会》 传递正能量；袁派代表作
《苗家儿女·话别》 深受沪剧爱好
者喜爱，让沪剧爱好者和居民在
家门口过足了戏瘾。

者服务总队目前已经在开展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例如广
州物协联手广州青年志愿者
协会公共资源部策划“衣点
爱心”公益项目走进物业小
区志愿活动。2018年第 1季
度，在广州物协和广州青年
志愿者协会公共资源部的共
同努力下，成功在珠江新城
5个大型小区开展了试点工
作，并获得了广大业主的好
评与积极参与。接下来，广州
物协、青年工作部、青年志愿
者服务总队及各分队青年志
愿者将把“衣点爱心·旧衣捐
赠”活动在全市各物业小区
进行推广。广州市物业管理
行业协会青年工作部部长钱
晨表示，除了衣物捐赠之外，
未来志愿者服务队还会深入
广州各大小区，为小区业主
和物管之间建起沟通的桥
梁。
摘编自!金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