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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小区物业服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每位住户的生活——

“物业”也是本难念的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近日，北京丰台区丽泽雅园小区业
主向媒体反映小区物业问题。因涉及很
多当前物业管理的共性问题，报道一经
刊发，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中国人注重安居，只有安居才能乐
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条件的
不断改善和提升，老百姓对安居又有了
新的追求，已经不只满足于舒适的住房，
更需要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舒适的居住环境离不开物业的到
位，居民小区物业服务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什么样的物业是好
物业？业主如何挑选物业公司？与物业
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处理？近日，记者
就物业那些事走访了京津地区多家居民
小区采访。

业主：服务影响生活质量

记者来到丽泽雅园小区采访时，发
现小区很多地方都在施工，安装门禁、平
整地面、粘贴楼道瓷砖等。

“这个小区 10 年前每平方米就收
2.05 元的物业费，不算低了，可物业服
务一直跟不上。”丽泽雅园4号楼业主舒
女士反映说，“要不是登报了，这些早该
修的地方他们还要继续拖着。而且门禁
刚修好两天又坏了，再没人过问”。

采访中还有业主向记者反映，就在
今年 5 月 24 日，4 号楼一部电梯突然下
坠，卡在两个楼层中间。被关在电梯里
的业主没带手机，电梯里应急电话又没
人接，扯着嗓子喊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人
找来保安打开门，因为没有专业维修人
员到场，只能冒险钻出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物业管理模式
由香港地区引入内地，经过30多年的发
展，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壮大，物业管理
服务全面推进并广泛覆盖，逐渐成为百
姓生活中的标配。如今，我国物业服务
企业超过10万家，物业管理已经成为一
个近万亿元的市场。但行业目前还处于
初级阶段，行业集中度水平偏低，各公司
服务管理水平也是良莠不齐。

除了丽泽雅园，记者还走访了北京
多个居民小区，发现大部分业主对本小
区物业服务并不满意。问题主要集中在
电梯故障频繁、打扫卫生不到位、公共设
施维修不及时、车辆乱停乱放、物业责任
心差等方面，老旧小区尤为明显。地下
室违规出租、楼宇广告收入不透明等违
规行为也层出不穷。很多业主反映，进
到小区转转就会发现哪儿哪儿都是问

题，堵心但是没有办法。
当然，也有一些小区业主对物业表

示满意。王先生家住北京大兴区西斯莱
小区，自从搬进后就感觉这里物业服务
不错，大伙儿住得也十分舒适。“物业服
务特别认真，我们很放心。”王先生给记
者讲了一件事，一天晚上物业接到业主
电话说楼里有烟味，物业赶紧报了火警，
并且挨家挨户地彻查，忙到夜里最终找
到事故源头，让业主们都非常感动。

“不光是负责，物业态度也好。在小
区你总能看见有物业服务人员在忙碌，
见面也总是面带微笑向你打招呼，让人
进入小区就能感觉到家的温暖。”王先生
说。因为小区物业服务好，这里的二手
房价都比周边小区高一些。

物业：创新细心不能少

在北京门头沟区梧桐苑社区，胡阿
姨正和舞蹈队的朋友们抓紧排练，为即
将到来的社区活动做准备。

正好中铁建梧桐苑项目物业经理赵
松波路过，胡阿姨连忙问他：“前两天我
家下水道堵了，找咱物业的人来修，说是
要另收费，是这样吗？”赵松波笑着说，

“是。胡阿姨，咱们物业的服务范围是房
屋共用部位的维护与管理，居民家内的
维修是要另收费的”。

梧桐苑社区属于限价房社区，进入
小区后，绿化环境非常好，小区居民对
物业服务也都很满意。“衡量物业好坏
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业主满意度，另一
个就是物业缴费率。”有着多年物业工
作经验的赵松波说，“今年我们物业收
缴率达到98%，明年预交的现在也超过
了50%”。

“2015年百强企业物业服务费的收
缴率为 94%，我们公司整体还能高 2 个
百分点以上。”中铁建（北京）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如说。

虽然做得不错，但是物业公司丝毫
不敢放松。“物业公司要得到各方的满意
是很不易的。”赵如说，比如，物业公司没
有执法权，对于一些业主乱搭乱建、违规
装修的行为只能劝导不能强行制止，其
他业主对此会不满；物业管理需要全体
业主配合，但仍有少数业主乱扔垃圾、乱
停车，难以管理；极少数业主拖欠物业
费，除了起诉没有别的办法，钱收不上来
也影响公共设施的维护。此外，随着物
业公司各种人力物力成本的不断上升，
物业费却很难涨价，这就要求物业公司

只能千方百计提高管理水平了。
做好物业服务也要不断创新。为了

更好更快地服务，中铁建（北京）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发了一个物业服务移动平
台。“只要是业主就可以安装，移动平台
具有微信缴费、拍照报修等功能，让业主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缴物业费和报修等
服务。”赵松波说，这样也节省了物业公
司的人力物力支出。

此外，做好物业服务还要细心，要在
业主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发现并给予帮
助。赵松波举例说，前不久北京下大雨，
物业工作人员在巡视时发现有辆汽车的
车窗没关上，马上先用自己的雨衣把车
窗堵上，再赶紧联系业主。“业主看见浑
身湿透的工作人员后非常感动，还帮我
们到处宣传。”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我们希望打造
一个温馨的社区，业主的生活环境好了，
物业费的缴纳就不愁了。”赵松波说，物
业还经常在小区举办各种活动，联络业
主之间的感情。

支招：如何选择好物业

“30 年前哪儿有物业啊，我们住得
也挺好。”韩阿姨是位“老天津”，因为工
作原因先后搬过好几次家，河北区、河东
区、和平区、红桥区都住过。据她回忆，
最开始住楼房的时候，没有物业公司，打
扫卫生、垃圾清运、防盗门安装什么的，
都是住户自己商量着办，没出过什么
问题。

韩阿姨也觉得现在的情况变了，物
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现在小区越来越
大、楼越来越多，人员也杂，不像过去一
个院一栋楼，还都是一个单位的人。现
在一家一户地联系办事太难了，还是得
有专业的物业来统一管。”韩阿姨说。

那么，如何挑选好的物业公司呢？
首先，在选购住房时，要优选开发商

与物业是“一家”的大品牌楼盘。专家解

释说，一方面，为了维护开发企业的房地
产销售市场，维护品牌形象，与开发商关
联的物业管理企业盈利要求比较低，甚
至可获得母公司的补贴收入，更好地服
务业主。

“中铁建地产公司在全国有多个品
牌地产项目，起初我们也是与第三方物
业公司合作，但总不能令人满意。为了
维护地产品牌，我们自己成立物业公司，
不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物业经营，效果好
多了。”中铁建（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林凤臣说，作为央企，中铁建地
产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也会更用
心地做好服务。

另一方面，由于开发商与物业同为
一家，在房屋建造时能更好地改善房屋
质量，便于后期维护；而后期维护时物业
对房屋结构和公共设施供应商比较熟
悉，维护也方便。这也是为何大品牌开
发商在市场上更受欢迎的原因。

其次，业主也应对物业有相应的认
知，不能期望太高。

物业行业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收定
支，收多少物业费，才能有多少服务支
出。二是物业价格水平与服务水平成正
比，物业行业也存在一分价钱一分服务
的规则。而且，物业服务也有局限，小区
外的市政设施、房屋的内部装修等都不
在既定工作范围。目前，大多数业主对
于物业的服务范围不是很清楚，因不满
意服务而拒缴物业费，也容易造成恶性
循环。

最后，还要多发挥业委会和业主大
会的作用。按照规定，选聘和解聘物业
服务企业由全体业主决定，业主要充分
利用这个权利，主动参加业主大会，选举
业委会，与物业公司沟通要求他们提高
物业管理水平。必要时解聘服务不到位
的物业公司，选聘更有资质、经验丰富、
口碑更好的企业。有些规模较小的小区
通过业主大会实现自治，管理各种资源、
维护公共秩序和设施，也是不错的选择。

物业管理者和业主都要强素质
韩 白

物业管理关系到家家户户的生活，
笔者和身边的朋友同事聊起物业管理
时，几乎人人都有不满。垃圾清理不及
时、电梯频频出故障、乱停车寸步难行、
管理形同虚设⋯⋯无论是哪个环节，只
要有一点不到位，都会影响到居民的生
活和心情。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大
家呼声倒也一致，要政府加强监管，让物
业履行责任。

的确，改善群众的居住环境，是政府
的应尽之责，要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市政
管理，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而从合同和商业角度看，收了业
主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就有责任将小区
的环境打造好、做好各种服务，让业主的
钱花得物有所值，住得方便舒心。

然而，小区的居住环境不仅体现在
各种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各种软件环

节上。除了外在作用，还需要全体业主
们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打造舒适的居
住环境。从实际情况看，虽然环境优美
是广大业主的共同心愿，但部分业主的
不文明行为和违规做法，阻碍了这个愿
望的实现，成为环境提升的痛点和难点。

比如，许多居民图自己方便而给邻
居带来一些麻烦，每天把自行车搬上楼，
不仅占用楼道，而且给早晚高峰居民乘
坐电梯带来不便；遛狗不拴绳、宠物随地
大小便影响到怕狗的业主。还有，有些
业主贪小便宜占用公共资源，违规搭建
各种辅助设施，在楼房养鸽子。再如，一
些业主无故不交物业费用，导致物业费
用收不齐，直接影响到物业服务质量和
公共设施维修。

这些问题，都给物业开展工作带来
一定难度，单凭物业公司无权或者很难

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要求政府和物
业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服务设施的同时，
提高业主素质，增强公共道德也很重要。

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杜绝侵害公
共利益的情况。比如，违规乱搭乱建开
墙打洞、侵占公共空间、违规饲养大型
犬、违规群租住房等。社区要做好这方
面的宣传引导工作，业主也需要了解相
关法律法规，不能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
对规则的漠视和对公共利益的侵占上。

其次要增强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业
主的公共意识。业主要多为他人着想，
为公共利益着想，停车入位、遛狗牵绳、
深夜不制造噪音等，从细节注意，打造良
好的环境氛围。社区也要广泛发动群众
整治社区环境，深入开展文明社区、文明
楼道、文明家庭创评活动。

再次要增强业主的主人翁精神。近

年来，全国各地有不少小区开始实行业
委会自治，通过业主大会聘请、管理物业
公司或者自行管理各种物业事项，取得
了不错的成效。许多小区业主的主人翁
意识也开始觉醒，着手成立业委会，召开
业主大会，但是大多数业主积极性不高，
存在坐享其成的心态。

当然，发挥业主作用并不是要推卸
物业公司的责任。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物业公司不仅需要做好日常保洁、
停车管理、治安巡逻等传统服务项目，也
要探索提高物业服务质量、拓展物业服
务范围。目前，“24 小时管家服务”、“社
区文化课堂”、“代叫车辆”等新型服务内
容已成为高端物业公司的标配，希望更
多的物业公司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增加
服务内容，更加方便居民生活，同时提高
公司的竞争力。

滕州的粥
广 原

看到题目，很多人心中可能会有疑问：不就是个
粥吗？滕州的粥能有什么特别之处？

笔者的老家在山东枣庄滕州。在那里，如果喝
的是大米粥、小米粥、“棒子粥”（玉米面粥），滕州人
基本不会把“大米”“小米”或“棒子”两个字省掉，因
为在他们看来，粥是一个具象化的专属名词，专门指
具体一种类型的粥。这个粥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
的呢？没到过滕州或者没喝过滕州粥的人，往往很
难想象。

与大多数地区的粥是用大米或小米或者再加点
小麦面粉做成的不同，滕州的粥原料是优质大豆和
小米。一定比例大豆和小米经过浸泡后，磨成浆水，
倒入大铁锅用慢火熬制一定时间，粥方能做成。熬
制好的粥，呈白色略带淡黄，豆味米香浑然一体，入
口醇厚细腻，让人回味悠长。

滕州的粥基本不挂碗。人们平常吃到的大米
粥、小米粥等，往往粥液黏稠会沾碗。滕州的这种粥
却不然，由于原料是大豆和小米，粥汁容易凝结，即
便是沿着碗边先后喝出来几个小坑，喝完后也常常
是粥不沾碗，碗底光洁如镜。

滕州的粥不是想喝就能随时喝到的。因为需要
浸泡大豆和小米，并将它们磨成浆水才可以煮粥，这
种粥做起来比其他粥要费时费力。而且，还要掌握
好大豆和小米的比例，掌握好火候和时间，早点摊上
卖的味道正宗且价钱不贵，一般家庭懒得为此劳神
费力，更习惯于从早点摊上买。

笔者老家村子里有一户卖粥的人家。每当天蒙
蒙亮，“喝粥、泡馓子”“喝粥、泡馓子”⋯⋯那一声接
一声高亢而拉长的吆喝声，把村里人全部叫醒。两
毛钱一碗、五毛钱一小暖水瓶、一元钱一大暖水瓶，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村民们认为这个价钱不算贵，
但也舍不得全家人天天早上喝，大多是买上一两碗
给小孩子喝了去上学。不过，到了割麦子、收玉米、
刨花生等高强度农活的时候，为了及时抢粮入仓，村
民们会早早地提着两个大暖水瓶去买粥，带着自家
的煎饼、馓子、凉菜等食物，直奔田间地头。

村民们在农忙时候大方地买粥，无形中契合了
滕州的粥的营养学问。大豆富含易被机体吸收的优
质蛋白、维生素、钙、磷、铁等，小米富含人体所需的
氨基酸、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这种用大豆和小米
磨浆烧成的粥，营养丰富，具有温胃滋阴的功效。在
滕州，如果有人醉了酒，第二天起床后能喝上一碗热
粥，就会感觉通体舒坦，神清目明，迅速恢复体力。

因为滕州人喜好这口粥，这种粥做起来又有一
定技术要求，所以卖粥在滕州城乡很久以来就是一
个常见的职业。卖粥可是个辛苦活，需半夜起身，把
泡好的大豆、小米打成浆水，并在黎明前熬好。早些
年没有机器打浆，卖粥的人只能靠人、靠牲口来推磨
磨浆，自然更加辛苦。粥烧好后，会被刮进用土烧制
的陶缸里面，这种缸可以盛一两百碗粥，缸外面常常
用麦秸环环围好，并在麦秸外面套上白色布套，即使
大冬天卖了一早晨，陶缸里面的粥依然滚烫，让人喝
后备感温暖。

许久没有回老家了，家乡的粥有时让人想得发
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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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的粥有特色。 广 原摄

北京门头沟梧桐苑小区一景。 齐 慧摄

上图：北京门头
沟梧桐苑小区物业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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