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治 理 共探索 ·典型样本

小

2019 年 5 月 16 日 星期四
责编/朱忠诚 钱元平 审读/刘云祥
美编/雷林燕 照排/马喜春

A05

创建文明楼后
关系更上层楼

盛世华城小区内景。
盛世华城小区内景
。记者 崔引 摄

社区、业委会、物业之间的关系
过去矛盾重重，
如今方向一致

海曙盛世华城小区
是如何蜕变的？

“海曙区古林镇盛园社区的盛世华城小区，之前
也是一团糟，但现在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社区、业委
会、物业的关系非常好，建议去看看。”
本报上周刊发了《鄞州区东湖花园一期数百名业
主提议罢免业委会》的报道，并邀请大家就如何治理
小区进行探索后，有热心市民向记者报料。5 月 10
日，记者走访了这个位于联丰中路和薛家南路交汇处
的小区。

曾经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小区
社区服务中心的 2 楼，是盛世华城业委会办
公室所在地。记者抵达时，70 岁的业委会主任
项黎明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材料。
今年是项黎明当业委会主任的第 7 年。从
2012年选出第二届业委会，
他开始担任主任以来，
项黎明把这份
“志愿”
工作，
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盛世华城交付于 2007 年 12 月。2009 年 9
月，第一届业委会成立，每三年一届。小区目前
共有 1344 户业主，
另有 42 户商铺。
2012 年以前，这儿也曾是一个矛盾重重的
小区。
“ 当时，社区、业委会、物业的关系并不是
很和谐。
”
项黎明说。
业委会认为，物业只知道收取物业费，管理
不善、服务不好；
物业则认为，业委会和社区居委会对物业
的工作不够支持，
做得很无力；
社区方面觉得，
业委会与物业对于社区提供
的意见和监督都不接受，
因此，
社区也管不了。
“结果就是，物业费越来越难收，小区越管
越乱。当时的耐森物业（现已被万科物业收购）
还一度提出要退出小区，社区也基本同意了，
2012 年 12 月，连退出的公示都张贴出来了。”项
黎明回忆。
当年，业委会改选。已退休的项黎明因群
众基础较好，被推选为业委会副主任。之后主
任辞职，项黎明当了主任。
上任后，项黎明决定尽己所能进行改革，并
提出了
“两不打”
的要求：
一、不打折。不管业主对物业有多么不满
意，都不允许物业费打折，打折是对全额缴纳物
业费业主的不公平；
二、不打架。无论各方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意见有多大，
都不允许在小区内打架。

这件大事的完成，
让社区、业委会、物业及
业主之间的关系好了不少。物业也没有退出
小区，而是继续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件又一件
实事。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小区 10 幢高层住宅
创建的文明楼工作。
这 10 幢高层的一楼设有大堂。2014 年
之前，
大堂里墙面砖脱落严重、停满了电动车、
牛奶箱乱放，甚至连走路的过道都没有，环境
可以说得上是
“脏乱差”
。
“当时，借着其中两幢楼的墙面砖改造之
机，
有业主提出来，
顺势将大堂美化一下，
将电
动车统一停放至一处。在空出来的大堂里，
摆
上沙发，
墙上挂好字画、刺绣，
再放一些花花草
草。我们觉得这方案可行，
于是就着手做了。
”
项黎明说。
接着，每幢楼分别成立了 3-5 个人牵头
的文明楼创建小组。根据整幢楼内业主反映
的要求，确定风格，自行规划、设计、集资、购
买、布置，
对所在大楼的大堂进行改造，
再联系
物业贴上地砖、安装防盗窗。
平均每户只需花费两三百元，
就能获得这
样的改变，高层业主们很开心。而且沙发、桌
椅的布置，也给了居民很好的交流场所，有助
于和谐邻里关系的形成。
项黎明告诉记者，前年，江苏省淮安市清
江浦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一行人来考察，
看到
文明楼后很感兴趣，
回去后
“复制”
到了清江浦
区的一个小区。

如今社区、业委会、物业
方向一致

“菲特”台风后
“治水”成为转折点
2013 年，因为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小
区。
当年 10 月，
强台风
“菲特”
袭来。
因盛世华城地势较低，西侧紧挨着藕缆
桥河，河水猛涨，小区的排水管成了“进水
管”
，
导致河水倒灌进来。
同时，小区车库出入口道路设计过低，
标高仅为 2.3 米，雨水从路面窨井口倒灌上
来，全流进了地下车库，积水最高时将近 2
米……
5 号 车 库 是 小 区 最 大 的 地 下 车 库 ，有
450 个车位。更要命的是，整个小区的电力
设备、供水泵（高层）、消防系统全部被淹。
全小区停水 4 天，停电 5 天，整个小区损失
1000 多万元。
“那时候，我们和物业、社区以及广大业
主，一起奋战 5 天 5 夜，很多人连家都没回。
也就是那 5 天 5 夜中，大家互相换位思考，对
各自的难处有了了解和体谅。
”
项黎明说。
他们决定摒弃前嫌，在接下来的 3 年
中，
认真治理
“水”
的问题。
业委会立即向区、镇两级政府及当时的
鄞州区住建局提出申请，经过多次协商，由
开发商出资对 5 号车库的 3 个出入口进行改
造。
紧接着，业委会又对另外 7 个车库的进
出口进行了翻坡改造，保证小区地面的积水
不会流到地下车库去。
此外，又联系物业在小区西边藕缆桥河
边修筑防水墙 130 米，并在河边新建一座翻
水站。
“ 发大水时，只要关上闸门，就可以将
小区的水排出去，做到只出不进。”项黎明
说。
之后，有台风带来大量降雨时，小区 8
个地下停车库一点积水都没有，地面几乎都
是干的。

此外，这几年小区又接连完成了荷花池、
中庭广场等改造，特别是标准篮球场的建成，
令诸多业主大为赞叹。
项黎明告诉记者，原先的篮球场并不标
准，
仅有半个，
且因为地势关系，
一下雨就成了
池塘，
利用率低。
去年，他们将球场加高了 60 厘米，并且扩
大，
如今成了一个可供业主茶余饭后前来运动
的标准篮球场，
获得了众人点赞。
通过努力，去年 9 月盛世华城业委会被评
为“2017 年度物业创星级活动先进业委会”
“幸福社区先进单位”
。
从当初几近退出小区，到如今和业委会、
社区的和谐关系，万科物业的经理邵华杰称，
一切工作的推进，
离不开三方的共同努力。
“如
果业委会不认可，我们做得再到位，也没用。”
邵华杰表示。
项黎明也这么认为，
他说：
“业委会不是一
个决策机构，
而是广大业主的执行机构，
真正对
小区事务作出决定的，
只有全体业主。在多方
关系中，
业委会需要监督、指导物业工作，
而物
业要服务业主，
业委会和物业一并接受社区居
委会的监督和指导，
当然，
也接受业主的监督。
”
这也得到了盛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杜丙有
的认同。他认为，小区管理得好，社区、业委
会、物业这三驾马车必须方向一致；
其次，
业委
会成员一定要团结，
而且不能有私心；
再者，
业
委会做任何事，程序一定要到位，凡事按规章
制度做。
记者 朱琳

小区地下车库的翻坡设计。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