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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

小区物业管理难点痛点解析
问题 #
物业费调整步入!怪圈"
物业费调整触动着居民们最为
敏感的神经。物业费要上调，居民不
买账；
物业费不上调，物业又难负重
担最终“抛盘走人”
，这似乎成了小
区物业工作中的“怪圈”
。古北物业

备受关注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修正案
%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市人大
常委会一审'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修正案
%草案&$召开多个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物业管理
业内人士与 市 人 大 代 表 就 物 业 管 理 的 痛 点 难 点 进
行了探讨'

的负责人徐跃明对此深有感触。作
为行业专家，他参加了卢湾都市花
园物业费价格机制评估工作，这个
建成十多年的小区依靠专家组的专
业评估，经过物业和业主代表的协
商，
最终成功实现了物业费调价。
卢湾都市花园的成功案例，让
徐跃明感受到了民主协商的重要
性。在他看来，
有一个合理的协商机
制比硬性规定服务标准和定额更具
操作性。他指出，
《修正案（草案）
》规
定了“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
期发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标准和
定额，行业协会应当定期发布物业
服务价格监测信息供业主和物业服
务企业协商物业服务费时参考”
。徐
跃明认为，
物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
是一种特殊商品，
“物业服务作为一
种无形的服务过程，很难结合到一
个点上，把服务的质量和价格通过
一个定额去涵盖或者解决，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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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奉贤金海
社区召开 “信访维稳
工作专题会议”。社区
社稳办主任蔡其龙、
信访办主任宋天欢、
石家村党支部书记
（主 任）胡 国 民 、丁 家
村党支部书记徐晶
晶、陈谊村党支部书
记（主 任）杜 正 华 、金
海派出所所长费琪参
加会议。
会上，信访办主
任宋天欢解读“中非
合作论坛峰会”期间
的信访矛盾处置等工
作预案；社稳办主任
蔡其龙传达近期区
委、区府召开的“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信访稳定工作专题会
议”指示精神和工作
要求，并提出具体实
施方案和每日报告机
制，切实做好稳控工
作。
社区党工委委员、
办事处副主任沈勇忠
强调：
一是要在思想上
高度重视此次会议稳
控工作精神；
二是切实
做到信息报送及时、准
确；
三是要严格落实各
级工作责任，
坚决杜绝

漏报、
瞒报、
错报现象。共同努
力为“峰会”的顺利召开、圆满
闭幕作出最大努力。

于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原则。”徐
跃明认为，目前沿用的标准还是

用设施设备的需求也在上升，专项
维修资金余额不足的问题逐渐暴

2007年市政府通过主管部门发布

露，续筹难的矛盾日益凸显。
为此，
《修正案（草案）》针对现
实中业主大会往往难以或者迟迟不
作有关专项维修资金续筹决定的情

的标准，
“一统十年，
管理费动不了，
每年物业管理成本在不断增加，这
使整个物业服务提供的价值和价格
发生了背离。”
因此，
徐跃明建议，在物业管理
行业协会定期公布价格监测信息同
时，需建立一个行业物业管理费收
费价格的协商和评估机制，使相关
工作的边界更加清晰。

问题 !

况，规定业主大会未在九十日内作
出决定的，应当采用分期交纳筹集
方式，并明确了具体程序和标准要
求。值得一提的是，对外墙脱落、电
梯故障等紧急维修情况下专项维修
资金列支渠道不畅问题，在原有规
定基础上作了完善：业委会未在七
日内通过紧急维修更新方案的，由

旧房待修维修资金续筹难
随着住宅使用年限增长，维修
成了居民们的头疼事，物业管理中
的棘手事。房屋日益老化，动用专项
维修资金维修、更新及改造房屋共

政府组织先行修缮；修缮费用经审
价后，凭区房管部门出具的支取通
知和中介机构的审价报告，在专项
维修资金中列支。
对此，三湘物业的负责人曾宪

迎进博，金达社区沿街商铺大整治
江桥镇金达社区地处嘉定与闵
行的交接处、离博览会仅有 7公
里。按照迎进博的工作要求，8月底
金达社区居委会组织物业公司、志
愿者开展了迎进博沿街商铺专项整
治工作，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沿街商
铺乱堆物、乱停车、小广告、跨门经
营等开展集中整治。在整治过程中
居委工作人员一一走访了商铺、发

博”活动。经营者们都说，进博会是
上海的一件大事，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做好市容环境卫生及安全工作，
这也是提升经营环境、增收效益的
一次机会，
我们理应全力配合。
进口博览会的召开已进入了倒
计时，金达社区将持续组织社区志
愿者每天开展巡查、整治，确保市容
环境的整洁有序、消除一切安全隐

放了“迎进博、
保安全、整容貌”倡议
书，发动商铺业主人人参与“迎进

患，为进博会的召开提供最好的保
障工作。

金汇镇举办 2018年度
治保调解信访干部专题培训班
近日，金汇镇举办 2018年度
治保、调解、信访干部专题培训班。

进行分解，为学员讲解《人口服务管
理》 课程。区反邪教协会秘书长程

各职能部门信访干部、综治中心工
作人员、各村居委治保、调解、信访
主任共 80余人参加培训。
金汇镇党委副书记（政法）王海
龙作开班动员，并提出了 3点工作
要求：1．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
做好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要始终突出工作主线，加大经济
社会发展保障力度。3.
用创新思维
推进本职工作，为“和美金汇”提供
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奉贤区政法委综治室主任郑国
良以《扎实推进综治平安建设，全面
提升公众安全感》为主题进行授课，
从“管住人、看好家、
不出事”三方面
讲解综治平安建设工作，着力提升
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区人口办龚
荣华科长从
“减人增智”的工作任务

琦，通过分析邪教的定义、公共危
害，邪教与合法宗教的区别以及宗
教法律法规等，为学员们上了一堂
《反邪教知识讲座》。区信访办复查
复核科科长徐伟东结合信访基础业
务、日常工作等，为学员们就《规范
信访答复及依法分类处理的运用》
作专题辅导。
除了专题授课外，本次培训还
组织学员们一同前往浙江省诸暨市
枫桥镇学习“枫桥经验”。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通过专题培训。下一步，我们将秉承
和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
夯实基层基础建设，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努力奋斗，为打造新时代“和
美金汇”、
“ 平安金汇”筑强基、添强
翼！

民表示，物业紧急维修时会遇到机
构认定难题，有些基层房管部门不
知道如何认定，
于是就不批准，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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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物业公司就电梯维修问题吃了
“哑巴亏”
。由于时间限制，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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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相关机构认定，即便认定也要走
流程，缺乏操作性。为此，他建议遇
上此类紧急情况能够“急事急办”，

一个车位；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应

先修后认定。

当对产权车位的租赁价格予以约

市人大代表屠涵英表示，
及时组
建业委会对于住宅维修资金的有效

定。业主大会成立前，收费标准不得

使用至关重要，
但由于组建业委会需
要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的指导下进
行，因此组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需
求。她在走访中了解到虹口区有个街
道，一年有 90多个业委会成立，但
成立改选一个业委会非常复杂，有
20多项公告。因此她建议在对建设
单位符合成立业主大会条件没有申
报有罚则的同时，对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等相关部门没有及时组建的行
为也要有所约束，
从而倒逼政府通过
购买服务加快业委会组建流程。

问题 5
小区停车难题难解
本次修正案（草案）
》还特别对
停车问题作了规定：停车位少于或
者等于房屋套数的，一户只能购买

擅自调整；
业主大会成立后，需要调
整的，应当向区房管部门备案。要求
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布停车收费
标准的价格监测信息，供业主和开
发商参考。
俞悦对法规规定了停车位一户
一位表示赞同，
但在她看来，停车位
的收费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还是有
一些问题。她认为应当对于停车位
的合理价格有相应的监管，不能光
靠一个备案了事，防止开发商就停
车位的租赁价格“漫天要价”
。
法律界人士在座谈中针对停车
费的问题表示，业主大会成立之后
调整物业相关收费标准，应当向房
屋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对于没有备
案的情形，
应该设立相应的罚则，以
此督促相关单位更积极的进行价格
摘编自 #上海法治报$
备案。

开展献血工作培训 源头保障用血安全
近期，青浦区卫生计生委监督
所以盈浦街道及金泽镇召开的献血
工作动员大会为契机，开展了 2次

任，要求各单位规范开展献血工作，
并结合卫生计生监督部门处理过的
典型案件，给各献血单位敲响了警

以
“打击非法采供血?
保障临床用血
安全为”主题的宣传培训讲座，分别
由监督所执法二中队副队长孟冲、
执法三中队副队长蒋东主讲。
培训主要内容包括：血液管理

钟。同时，
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和监
管要求，向各献血组织单位提出了
“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工作”、
“落实主
体责任，严格审核献血人员身份信
息”、
“规范献血补偿金的发放”等几

的法律法规、各献血单位承担的主
体责任、典型案例介绍三个方面。培
训从血液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入

点建议。
监督所以献血动员大会为切入
点，开展对街镇各部门献血组织人

手，
结合打击非法采供血的目的、原
则、
主体、条件、
依据、
责任及建议七
个要点展开叙述，并着重强调了献
血工作及献血者的要求以及违反相

员的对接培训，从源头上预防献血
工作的有序合法开展。下一步，
监督
所将继续加强对采供血现场的监督
检查，
切实维护临床用血安全，保障

关法律规定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东明路街道开展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为深刻吸取近期本市发生的几
起火灾事故教训，
为
“进博会”
顺利召
开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在防火办近
两个星期大排查的基础上，
8月 28
日，
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费维照统一指挥，组织辖区消防、

步落实单位主体责任，
牢固树立安全
底线意识，
在制度上建立隐患自查自
纠，责任层层分解的长效管理机制，
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各种措
施，跟踪、督促各单位落实好主题责
任确保安全发展。与此同时，
整治组按

安监所、
市场监督所集中开展火灾隐
患整治行动。行动共出动各类执法车
辆 7辆、
其它车辆 3辆，
出动人员 80
余人，
分为两个检查组、
两个整治组，
统一行动。检查组在费维照的带领
下，先后对电动自行车集中销售点，
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安全检查。检查
中对发现的问题，
现场责令相关单位
立即进行整改，
要求被检查单位进一

照领导预案，
分凌兆片、
三林片集中开
展
“三合一”
商铺的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集中行动，共检查单位 16
家，
查出各类隐患 31条，
取缔
“三合
一”
商铺 27家，
收缴床铺 29张，
整治
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阶段，
防
火办将深入排查，做到整治常态化、
常效化，
确保实现迎
“进博会”
期间
“零
火灾”
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