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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小物业 社区治理大民生
首都无小事， 事事连政治。

小物业， 大民生， 更是城市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市
物业管理条例 》 5月1日正式实
施， 至今已逾百日。

老旧小区没物业咋办？ 没业
委会咋建？ 围绕群众身边物业管
理领域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
事， 北京市坚持党建引领， 以落
实条例为契机， 将物业管理与常
态化疫情防控、 老旧小区改造等
工作结合起来共同推进， 不断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

加大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带动物业长效机制建立

“我们7个人全部是党员。”6
月3日上午，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六
合园南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党支
部正式成立，物管会由3名居委会
工作人员和4名社区居民组成。

“六合园南社区建成于20世
纪90年代， 2020年纳入北京市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 鲁谷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先侠介绍， 部分业主
自治管理意识不强， 产权单位众
多， 业主大会和业委会始终没能
成立起来。

这是许多老旧小区共同的困
境。 北京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

中心副主任吕向东介绍， 目前北
京市有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小区
5000多个， 截至去年底成立业主
大会的只有1300个左右。 为解决
这一难题， 条例规定可以组建物
管会作为临时机构， 依法组织业
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

通过张贴公开信 、 推荐自
荐、 公示等程序， 六合园南社区
物管会正式成立， 并逐步开展物
业选聘、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意见
征集等工作。

“老旧小区怎么改， 居民说
了算。” 六合园南社区居民、 物
管会成员孙小平介绍， 除了召集
志愿者和楼门长开展 “入户调
查”， 物管会还在社区门口 “支
摊儿” 问需于民。 目前小区改造
已正式启动。

“北京有2700多个老旧小区，
是当前社区治理工作的短板。北
京市不断加大对老旧小区综合整
治的政策支持， 将老旧小区改造
与同步引入物业统筹考虑， 为老
旧小区建立长效管理创造条件。”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说。

因地制宜想办法出实招
切实提高 “三率”

丰台区方庄地区芳群园三区

9号院是一个失管十几年的老旧
小区。 没有物业， 疫情期间谁给
居民 “站岗放哨” 成了难题。 芳
群园三区社区党委紧急调派保
安， 组织社区工作者、 在职党员
等多方力量守护社区安全。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物业重
回小区。 条例实施后， 许多居民
咨询能否成立物管会。” 芳群园
三区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姜莹说。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6月8
日社区正式向方庄地区工委提交
申请。 仅仅用了21天， 6月28日
物管会正式组建完成。

“物管会组建得这么顺利，
是因为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感觉
到有人管、 有人守的好处。” 芳
群园三区9号院物管会功能型党
支部书记田兆荣说。

21天的加速度也得益于丰台
区率先出台的 《丰台区业主委员
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参考手
册》， 手册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
拟定常用示范文本。 “让基层拿
来就能用， 一查就明白 。” 丰台
区房管局物业科负责人郭喆说。

北京各地因地制宜想办法出
实招 ， 切实提高业委会 （物管
会） 覆盖率、 物业服务覆盖率、

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 朝阳区
围绕打造 “品牌物业 、 法治物
业、 智慧物业” 工作思路， 制定
区级工作方案， 要求各单位各街
乡把物业管理作为 “一把手” 工
程来抓。

“物业管理是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重要抓手， 要强化党建
引领， 将条例实施和社会治理难
点、 问题相结合， 推动管理和服
务力量下沉。” 朝阳区委副书记
王旭说。

截至7月31日， 北京市已有
124个街乡镇累计成立767个物管
会。 按照规划， 2020年底前北京
市新成立业委会 （物管会） 2000
个以上， 到2022年 “三率” 均达
到90%以上。

接诉即办解民忧
推动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老房子又漏雨了， 能不能
找人给修一下 ？” “灯泡坏了 ，
哪里有维修队？” 在西城区椿树
街道， 胡同平房区的居民遇到住
房问题的烦恼， 经常会给街道社
区或12345热线打求助电话。

在系统梳理群众诉求的基础
上， 椿树准物业服务中心7月10
日 正 式 成 立 ， 由 准 物 业 公 司

为 居 民提供个性化 、 菜单式的
物业服务。

“下水道堵了， 一个电话维
修师傅就来了！” “通过手机预
约， 工作人员上门回收饮料瓶和
废纸箱。” 准物业服务中心成立
后， 胡同老街坊们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新变化。

“每个社区设一个胡同管
家， 24小时接听居民来电。” 椿
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博介绍，
街道正着力推进胡同平房区准物
业服务全覆盖。

近年来， 随着居民对物业服
务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由物业
服 务 引 发 的 社 会 管 理 问 题 日
益凸显。 以12345热线为例， 物
业 服 务 是 市 民 投 诉 较 多 的 一
项 。 5月 1日至 8月 10日 ， 北京
12345热线共受理条例相关反映
7600余件。

“市住建委将进一步利用
‘接诉即办’ 机制督促物业企业
对投诉问题及时整改， 将结果纳
入物业企业信用评价。 同时通过
各区、 各街乡镇办理物业管理群
众诉求情况月度排名通报制度，
推动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
吕向东说。

据新华社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施行百日观察

景区公园常有奇石 “迎宾”、
园林绿地动辄巨石“压镇”……近
年来， 部分地方在城乡建设中热
衷花重金“移石造景”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移石造景”所用的景观石大多由
政府采购，价格畸高，有的一块石
头数万元，高的逾百万元。这类工
程同时还助推一些地方在河道无
序取石，在山中乱采滥挖，破坏生
态环境。

崇山峻岭旁的公路转盘
移置600多块石头搞人造景观

记者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长
安区环山路沣峪口转盘看到，转
盘的西南、东南、东北方向，有人
造的3座数米高“小山”，当地政府
命名为“松石园”，周边群众称之
为“小秦岭”。

据了解，这处“小秦岭”为平
地堆土移石而成， 所用土方均由
别处运来。“山体” 绿化后堆积的
景观石总数逾670块，大的重数十
吨，小的也有1吨重。

其中， 西南角 “小山” 最高
处约5米， “山体” 上移置的大
小景观石逾80块， 并建有 “观景
亭”； 东南角 “小山” 移置的景
观石有260余块； 东北角 “小山”
上有近230块景观石； 公路转盘

西北角虽然没有 “造山”， 但也
移置了近100块景观石。

沣峪口转盘紧邻秦岭山脉，
本就满目山石。附近一些村民说，
这种花巨资 “山下造山、 石旁置
石”的人工造景实在没有必要。

西安市长安区政府部门公布
的资料显示，整个“松石园”景观
建设面积约6.3万平方米，花费资
金3100余万元。

在长安区太乙宫街道办事处
辖区， 记者发现两处较为集中的
“移石造景”点：一处为“长安道”
景观大道（华夏路），道路南侧移
置各类景观石逾100块，北侧有景
观石逾40块；一处为理想二路，道
路东西两侧移置大小景观石400
余块，其中西侧逾240块、东侧逾
160块。

多地受访群众反映， 许多景
观石来自河道取石、山体开挖，对
河道生态、 山体环境有一定影响
和破坏。近年来，有的地方河道无
序取石、 山中乱采滥挖现象屡禁
不止，“移石造景”“大石进城”是
重要推手之一。

有的景观石一块逾百万
元，须严防公职人员“借石牟利”

记者在陕西、河南、四川等地
走访发现，“移石造景” 并非一城
一地个别现象。高速公路两侧、城
市绿化带内、广场、公园、景区等
所谓的“窗口”地区，成为“移石造
景”集中场所。

多地干部群众反映， 形形色
色的“移石造景”建设项目不少号
称 “生态工程”“景观工程”“民生
工程”，有的还打着“弘扬传统文
化”“发展园艺艺术”等旗号。

一些基层干部说， 这些石头
景观是当地领导热衷的 “形象工

程”，大都由财政出资采购，投入
不菲。

记者调查发现， 近两年全国
多地政府采购了相关项目：

2019年4月，东部某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发布了景观石采购公
告，一次要采购72块景观石，包括
雪浪景观置石5块、 枯山水置石3
块、中国黑石43块、泰山石21块。

2017年6月，西南某县开展河
道景观石取石、吊装、运输项目政
府采购 ， 共需开采景观石1.3万
块，采购预算资金1677万元。

这些政府采购项目有的价格
惊人。例如，中部某县2019年8月
“高速连接线生态廊道景观石采
购” 项目， 一块景观石花费高达
150.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移石造景”
之风还开始向农村蔓延。

记者近日从中国政府采购网
政府采购项目中标公告中查阅发
现，2019年6月，东北某县对128个
村地名标志进行公开招标， 采购
内容为优质天然花岗石， 预算资
金逾98万元；2019年8月， 华北某
市辖区景观石村标采购项目，共
采购“晚霞红”景观石100块；2019
年7月，完成采购的华北某村一字
照壁、 景观石工程， 预算花费逾
53.27万元。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石头市
场“水”很深，价格标准不透明，在
政府采购过程中容易滋生腐败。
记者发现，近年来，多地出现干部
利用或插手政府采购景观石项目
牟利的案件。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法院
2018年审理的某社区主任毛某职
务侵占案显示， 一块景观石实际
采购价近3万元，却虚开了16.5万
元的购置款， 毛某将13.5万元据

为己有； 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的原宁夏农业投资集团公
司总经理陈延案显示， 在景观石
采购工程中， 陈延分三次收受商
人郭某共计27万元贿款。

须遏制花重金 “买石造
景”之风

2012年以来， 中央和国家有
关部门多次发文对城市建设领域
出现的形象工程、 形式主义等不
良倾向进行规范。 2018年， 住建
部发布关于在城市建设中切实防
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通知， 强
调把 “补短板、 惠民生” 作为城
市建设的出发点， 严禁不切合实
际的挖湖堆山造景破坏自然生态
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
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娄伟
认为， 对一些地方用财政资金搞
“形象工程” 的行为必须高度警
惕， 从采购规模和价格上进行规
范、限制。除公园、景区可少量以
景观石作为点缀， 城市建设项目
不宜大量“移石造景”。因为石头
不同于树木， 移置既无生态效果
也无实用价值。此外，公共景观建
设不能追求奢华， 购买昂贵奇石
就更不可取。

多位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干部
认为， 城市绿化和生态景观建设
要遵循“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减
少人为干预、节约资源”等原则，
不宜上马建设成本高、 实际作用
小，甚至破坏环境的景观工程。

受访干部和专家建议， 要坚
决落实中央和部门有关规定， 加
强对政府采购项目、 财政资金的
审批， 防止 “以石牟利” 的腐败
行为。

据新华社

有的景观石一块逾百万元
警惕重金“移石造景”之风：

新华社电 乌鲁木齐市疾控
中心副主任文国新8月11日表示，
在乌鲁木齐市出现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中，有连续2次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直到第3次检测才呈阳性
的。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提高重点
区域和重点人群的检测频次。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8月11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 文国新表示， 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的主要检出方法和
判断标准， 由于咽拭子采集不是
呼吸道深部采样， 加之检测试剂
的灵敏度不能100%一次性识别
所有感染者。为了慎重，需要根据
检测结果， 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
员进行多次采样检测。

文国新表示， 新冠病毒的隐
蔽性很强， 不同的感染者排毒时
间并不相同。 在乌鲁木齐市出现
的病例中，有连续2次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直到第3次检测才呈阳性
的。所以，重复检测非常必要。

据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8月
初介绍， 乌鲁木齐市从8月4日开
始对出现过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社区、 居民小
区、 集中医学观察点等重点区域
和重点人群、高危易感人群，进行
第3次核酸检测。

文国新介绍，截至8月10日24
时， 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解除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总数超
过300例，在院治疗的确诊病例和
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人数
持续下降。

截至8月10日24时，新疆（含
兵团）现有确诊病例567例 (危重
症13例、重症26例 )，现有无症状
感染者131例； 尚有15658人正在
接受医学观察。

乌鲁木齐市有确诊病例
3次核酸检测方呈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