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时报/国事 责编 / 余敬存 版式 / 张峰 校对 / 张峰2019年9月5日 星期四

□新华社记者 郑钧天李继伟 杨绍功
垃圾随意丢弃、车辆乱停乱放、流

动商贩随意出入……当前，有的老旧
小区根本没有物业管，有的物业管得
很差。一些居民因物业“服务差”不缴
费，而物业也往往以“入不敷出”为由
敷衍了事。

在全国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中，
补齐物业管理服务短板、完善长效管
理机制呼声甚高，多地推出相关政策
和措施。

■引进物业提升管理，强行清退
不合格企业

据了解，不少城镇 2000 年前建设
的老旧小区都是出售的公房，由地方
国企下属的物业公司托管，除了保洁
等基本服务外，几乎没有物业管理。
目前，一些小区在完成基础设施改造
后引进了物业公司。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市交通局家属
院小区居民刘小英说：“以前刮风一身
土，下雨一身泥。现在引入物业公司
后，路面平坦干净，车辆停放齐整；原
来杂草丛生的空地被改造成停车场、
健身小广场，还有保安巡逻。”

此外，各地通过专项整治，强行让
一些服务质量差的企业退出。“我们通
过奖优罚劣，调整退出 20%能级低、服
务差的物业企业。”上海市虹口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虹口区还对各物业
服务企业及相关住宅小区开展问卷调
查，形成164家物业服务企业满意度得
分及排名，并按照七色评价体系进行
分级，分别为金牌、银牌、绿牌、蓝牌、
黄牌、橙牌和红牌，不达标的物业服务
企业无法拿到“达标奖金”。

“现在物业公司服务态度比以前
好多了。”上海市虹口区玉四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卢戈润说，以前，这里两个小
区主路上都是乱停乱放的车，经过科
学改造，新画了停车线、集约新增30多
个车位，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服务水平提升后，这两个小区业委会
已经同意把物业费提高20%至30%。”

此外，针对老旧小区“无管”“失
管”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实行托底。南
京市栖霞区在全区 9个街道均成立物
业公司，托管全区153个老旧小区和59
个保障房小区，覆盖全区住宅小区总
数的70%。

■“服务差不缴费，不缴费服务更
差”死循环如何破解？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旧小区引入
物业后，管理运营情况仍存在困境，如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比例不高，物业费
面临提价难、收缴率低等问题。

记者在南京市采访发现，有的改
造后的小区后续管理不到位，仅实现
基本保洁，停车、绿化、安保等无人管
理。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老旧小区
整治后，引进市场化物业的不到 10%，
已经成立业委会的只有 20%左右。“没
有业委会，大家意见不统一，谁也做不
了主。”

随着对物业服务质量要求的提
高，管理成本相应增加，提高物业费成
为一些老旧小区的突出矛盾。“有些小
区规模小，甚至不到 1万平方米，不少
居民对物业服务不满意、拒交物业费，
导致物业管理公司入不敷出、常年亏
本。”上海一家国有物业管理公司负责
人大倒苦水。

“物业费不提高，反过来又影响物
业服务的质量，形成恶性循环。”河北
省衡水市方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吕研说，很多老旧小区的居民缺乏
服务交费观念，这让部分小区物业管
理工作难以持续。

“改造社区及后期维护必定会新
增费用，钱从哪儿来是个难题。”龙湖
智慧服务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探索：打包合并、居民自
治、政府“托底”

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难题，

目前多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一些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模式。

——合并实现“大物业”集中管
理。针对老旧小区不成规模、物业公
司不愿接管的难题，河北邢台将老旧
小区“化零为整”，将无人管理、无人清
洁、无人维护的多个相邻老旧小区，

“打包”交由物业公司管理，在保洁、秩
序维护、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搭建居民自治共治平台。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街镇基层政府
通过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推动居民自
治制订物业管理方案。例如，成都市
将成立小区自治组织，如建立社区联
席会议等方式，作为启动老旧小区改
造的前置条件，让居民充分协商，对小
区管理模式、物业管理公司形成一致
意见。

——政府“托底”。南京市物业办
副主任童龙声表示，由于目前市场发
育不健全、国家相关政策不完善，一些
老旧小区的管理难题仅通过市场难以
解决，暂时仍需政府“托底”。南京市
栖霞区住建局物业科科长李秀东介
绍，公益性物业公司托底之后，老旧小
区和保障房小区的物业费是每月每平
方米 0.4元，而其他小区普遍在每平方
米1.9元左右。

石家庄为鼓励老旧小区引入物业
管理服务，对主城区老旧小区新引入
物业管理实行财政补贴，第一年补贴
0.3元/平方米、第二年补贴0.2元/平方
米、第三年补贴 0.1元/平方米，三年后
退出。

多位受访的物业企业及部分街道
负责人认为，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维护都
需要投入大量经费，短期内政府可以提
供一些专项补助，但长期看，还需居民
提高对物业服务价值的认识，通过依
法、公开、居民协商的方式合理提高物
业费，并督促物业公司提升服务水平，
让居民生活更方便、更舒适。

（上接A12版）
（二） 在集体决策中对错误决策

提出明确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
（三） 在决策实施中已经履职尽

责，但因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
素造成损失的。

对上级错误决定提出改正或者
撤销意见未被采纳，而出现本条例
第七条所列问责情形的，依照前款
规定处理。上级错误决定明显违法
违规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问责：

（一）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
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

（二） 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工作，
主动承担责任的；

（三） 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
轻、减轻情形。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
当从重或者加重问责：

（一） 对党中央、上级党组织三
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执行或者执
行不力的；

（二） 在接受问责调查和处理

中，不如实报告情况，敷衍塞责、
推卸责任，或者唆使、默许有关部
门 和 人 员 弄 虚 作 假 ， 阻 扰 问 责 工
作的；

（三） 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
重、加重情形。

第二十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
起 1 个月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党
组织提出书面申诉。作出问责决定
的党组织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 1
个月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并以书
面形式告知提出申诉的党组织、领
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

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
执行。

第二十一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
发现问责事实认定不清楚、证据不
确凿、依据不充分、责任不清晰、
程序不合规、处理不恰当，或者存
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情
况 的 ， 应 当 及 时 予 以 纠 正 。 必 要
时，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纠正或者
责 令 作 出 问 责 决 定 的 党 组 织 予 以
纠正。

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滥用问
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
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严肃追
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 正确对待被问责干
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
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
关规定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所涉及的审
批权限均指最低审批权限，工作中
根据需要可以按照更高层级的审批
权限报批。

第二十四条 纪委派驻 （派出）
机构除执行本条例外，还应当执行
党中央以及中央纪委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
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16 年 7 月 8 日中共
中 央 印 发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问 责 条
例》 同时废止。此前发布的有关问
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
按照本条例执行。

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如何破局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
从水利部获悉，内蒙古河套灌区与江西千金陂
灌溉工程4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国际
灌排委员会第70届执理会全体会议上，成功入
选2019年度（第六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到 19
处，成为拥有遗产工程类型最丰富、灌溉效益
最突出、分布范围最广泛的国家。

河套灌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有2000多年的引黄灌溉历史，灌溉面积达1020
万亩，是黄河多沙河流引水灌溉的典范，也是
全国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

千金陂灌溉工程位于江西省抚州市抚河干
流上，是一个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大型水利工
程，也是长江中游典型的具有灌溉、水运、排涝、
防洪等多方面功能的大型围区水利工程。

此次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还有
伊朗、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美国
等6个国家的17处工程。

国际灌排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是以国际
灌溉、排水及防洪前沿科技交流及应用推广为
宗旨的专业类国际组织，成员包括74个国家和
地区委员会，覆盖了全球95%的灌溉面积。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专业型世界遗产，由
国际灌排委员会于 2014年设立，旨在保护、挖
掘和推广具有历史价值的可持续灌溉工程及
其科学经验，每年申报评选公布一批。在已公
布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全球有91处古代灌
溉工程被收录，我国都江堰、灵渠等 19处灌溉
工程名列其中。

国际灌排委员会荣誉主席、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专家高占义表示，中国是灌溉大
国，也是灌溉古国。灌溉工程遗产不仅是工程
效益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呈现
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科学与技术精神，为
人们生动再现过去的历史。

业内专家指出，延续至今的灌溉工程遗产
是生态水利工程的经典范例，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的申报与可持续保护利用为契机，深入挖
掘并向世界展现中国灌溉历史文化，研究总结
其科学技术、文化价值及管理经验，对助推乡
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再添两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9月4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幼儿园
的小朋友们迎来了开学第一课——垃圾分类
课。幼儿园通过请小朋友观看幻灯片、动画短
片以及进行趣味游戏等方式，让孩子们在开学
之初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据了解，织里镇所有幼儿园和中小学目前都已
经将垃圾分类常识课放入到学校日常课程中。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