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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孙孙艳艳

专题

在破解物业管理难题上， 大
兴区清源街道枣园尚城回迁社区
的做法是探索推行 “职业经理
人” 物业管理模式。 2011年投入
使用的枣园尚城回迁社区建筑面
积为24万平方米， 共有20栋居民
楼， 居民2154户。 由于原物业公
司服务质量不高， 小区配套设施
老化 ， 绿地损毁严重 ， 各类举
报、 投诉时有发生， 居民与物业
公司矛盾较为突出。 2016年度物
业费收缴率不足20%， 物业服务
无法正常开展， 原物业公司合同
到期后退出， 小区管理一度处于
无序状态。

2017年， 枣园尚城社区党支
部为彻底解决社区存在的物业管
理问题 、 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
平， 同时结合小区居民特点和区
域物业管理实际， 经调研后， 决
定试点推行 “职业经理人” 物业
管理模式， 建立物权自主、 公开
量化、 收益共享、 居民做主、 共
同参与的物业管理体系。

什么叫“职业经理人”物业管
理模式？记者了解到，这种模式就
是职业经理人作为小区物业管
家，组建服务团队，业主所缴物业
费除按比例支付职业经理人薪酬
和服务团队管理费外， 剩余部分
全都用于小区建设与管理， 且资
金使用公开透明， 职业经理人履

职情况由街道负责考核监督。
枣园尚城回迁社区 “职业经

理人” 物业管理模式以实行社区
居民议事制度为前提， 由社区居
委会组织全体居民投票推选出78
名议事会成员， 由议事会成员推
选出7名议事会代表组成社区居
民议事会， 围绕监督物业服务和
经费开支定期召开工作例会， 并
对小区管理重大事项进行表决。

居委会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团
队参与， 采取 “125” 方式 ， 选
定物业职业经理人。 “1” 指发
放一封信， 详尽告知居民成立居
民议事会的方式、 时间、 提交材
料、 推选流程等。 “2” 指召开
两次议事会， 全体议事会成员与
职业经理人服务团队进行对接，
确定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等， 在
议事会成员中推选1名专职管理
人员监管财务。 “5” 指发布五
次公告， 告知议事会职责、 代表
名单及职责、 物业服务内容与价
格、 合同具体内容等， 召开业主
代表大会征求居民意见。

在推行的过程中 ， 严格标
准、 明确细化管理模式。 结合小
区规模， 设置7人的职业经理人
团队， 并统一进行培训、 录用、
考核。 根据业主需求， 向社会招
聘保安、 保洁、 维修、 绿化等22
项专业服务公司。 所有外包单位

由职业经理人从专业和市场两方
面进行审核， 为业主选聘质高价
低的专业承包单位 ， 并签订合
同。 小区全部收入和支出情况进
行量化公开， 所有收支项目进行
充分预算和提前报批， 每项物业
服务支出项目都需经过业主集体
审核 ， 包括所有的公共区域收
益， 全部进行公示， 随时接受业
主查询和质疑， 并动态更替市场
同等价格更优质量或同等质量更
低价格的供应商。

街道和社区也充分发挥监督
职能。 职业经理人按要求到居委
会报到，与社区服务站、居委会一
体联合办公。 职业经理人及时了
解居民诉求， 为居民提供 “一站
式、一条龙”服务。 居委会实时对
小区物业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跟
踪，按照考核办法，每半年对职业
经理人服务团队进行考核。 实行
“先公示、后使用”方式开支经费，
所有资金使用情况建立台账并一
律公开， 业主可随时到居委会查
看。通过设立微信公众号，为居民
搭建反馈、沟通平台。

据了解， 枣园尚城回迁社区
探索推行的 “职业经理人” 物业
管理模式， 有效解决社区居民反
映强烈的问题， 社区环境明显改
善， 物业费收缴率由不到20%提
升至87%。

“职业经理人”物业管理新模式

物业服务不到位、 社区环境差、 居民投诉率高……这些是让不少老旧小区居民头疼的
问题。 怎样破解这些难题？ 对此， 相关部门不断探索新方法， 通过推行 “职业经理人” 物
业管理模式、 成立国有物业服务企业等方式， 探索各具特色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新路子，
破解难题。

【探访】

市政协委员、 石景山信访办
主任科员杨朝霞作为一位来自基
层的委员， 十分关心老旧小区物
业管理的问题。 她提出， 当前老
旧小区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物
业管理是时候上升到法律层面
了。 建议人大常委会把 《北京市
物业管理条例》 纳入立法计划，
细化业主委员会和自管会的成立
流程和各方责任， 加强监管。

杨朝霞介绍， 老旧小区建设
年代早， 普遍存在多家产权单位
并存的现象。 调研中发现， 由于
多家管理单位并存， 部分管理单
位只管理楼内， 对小区内公共区
域管理投入过少或者不投入， 公
共区域环境脏乱差、 垃圾堆放问
题突出。 目前法律法规对房改房
小区的公共区域所有权、 使用权
有争议， 公共区域权责不清， 管
理主体缺失。 此外， 老旧小区居
民长期处于原产权单位或街道代
管的免费服务状态中， 缺乏购买
服务意识 ， 对引入准物业不配
合、 不支持， 既要求提供优质服
务， 又不缴纳任何费用。

针对这些老旧小区普遍存在
的系列问题 ， 杨朝霞建议 ， 将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纳入立
法计划， 细化业主委员会和自管
会的成立流程和各方责任， 加强
监管， 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
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的职责。

杨朝霞表示， 老旧小区物业
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住建

委、 国资委、 社工委、 城管委、
交通委、 发改委、 质监局、 规土
委、 财政局、 法院、 住房资金管
理中心等部门。 建议由市住建委
牵头成立老旧小区管理领导小
组。 同时， 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委托相关专业协会、 机
构、 专家等参与， 成立小区物业
管理办公室或相应机构， 负责辖
区居住区日常服务管理工作， 做
实社会治理与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和专业职能下沉。

杨朝霞提出， 要进一步加强
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协调， 通过联
席会议、 专题协商、 联合执法等
形式， 及时受理群众投诉、 帮助
解决小区内不规范行为， 努力营
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行业主
管部门应细化、 量化物业管理服
务标准和考核标准， 属地街道联
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督办检查，
实事求是地给物业管理 “挑刺”，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督
促整改。

此外， 杨朝霞还特别强调要
发挥好老旧小区业委会自治作
用 。 她 建 议 ， 街 道 、 居 委 会
需 指 导和引领老旧小区成立业
委会， 促使小区业主参与决定小
区物业的具体服务项目， 并与物
业管理公司签订服务合同。 同时
完善业主对业委会行为的监督机
制， 建立业委会定期报告制度，
发挥业委会在小区物业管理中的
主导作用。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应建立规范体系

【建议】

市政协委员、 石景山信访办主任科员杨朝霞：

破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难题

今年5月底， 朝阳家园物业
公司在石佛营南里正式挂牌入
驻。 和其他物业公司不同， 这家
公司是朝阳区以老小区物业管理
转型升级为重点， 专门成立的国
有物业服务企业承担兜底服务，
探索具有朝阳特色的老旧小区物
业管理新路子。

在朝阳区， 实施物业管理的
住宅小区810个， 未实施物业管
理的老旧小区仍有181个。 随着
原产权单位关停并转， 部分老旧
小区逐渐脱管、 离管、 弃管、 失
管， 房屋失修、 环境脏乱、 无序
停车等问题成为民生堵点。 朝阳
区委一直高度重视老旧小区物业
管理 ， 坚持民有所呼 、 我有所
应， 积极引导区属国有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 自觉担纲挑梁。 在调

研走访基础上， 朝阳家园物业公
司选取代表性较强的石佛营南里
社区105-110号楼作为全区首个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试点。

眼下， 朝阳家园物业公司的
所有物业服务工作都在有序开展
中， 小区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目
前 ， 按照 “保安上岗 、 保洁上
楼、 车停有序、 人居提升” 的基
础服务标准， 项目部已经开展日
常的物业服务。

以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为契机， 社区党委及时 “吹哨”，
会同朝阳家园物业公司共同解决
拆违、 清理地下室等物业管理难
题， 职能部门和科室在第一时间
赶到， 协助社区和朝阳家园物业
公司啃下了不少 “硬骨头”。

记者了解到， 针对房改房与

老旧混合 小 区 产 权 单 位 数 量
多 、 物 业 管 理 “ 九 龙 治 水 ”
的 特 点 ， 以 朝 阳 家 园 物 业 公
司为主体 ， 吸纳试点小区及周
边的准物业、 小型物业、 产权单
位维修班、 居民自管会等力量广
泛参与， 构建老旧小区物业服务
联合体 ， 提升物业服务整体效
应。 以街乡为单位， 推动组建物
业联盟， 通过定期沟通交流、 开
展结对共建等方式， 完善设施设
备、 专门人员、 专业资源共享机
制， 降低运行成本。 筹建区级物
业管理协会， 发挥朝阳家园物业
公司示范带动效应， 将物业服务
企业、 业主组织、 专业评估机构
纳入其中 ， 分类建立专业委员
会， 促进朝阳物业管理市场健康
发展。

推行“职业经理人”模式

成立国有物业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