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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考核机制 实行精细化管理

物管提档升级 茶淀街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如何加强物业管理，全面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构建科学合理的长效物业管理

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日前，茶淀街道结合实际，创新思路，将物
业管理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大课题，形成了商品房物业服务企业考核
评价新体系、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保障新机制，推动辖区物业管理提档升级。

“1+N”调处为民服务解难题

针对物业管理纠纷多，物业企业履行主

体责任不到位问题，茶淀街建立了街道会同

相关部门的“1+N”工作模式。由街道组织

物业企业、居委会、业委会，必要时利用“街道

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会同住建、公安、综合

执法等部门，通过召开会议、现场办公、督促

检查等形式，共同研判、推动物业管理存在

的问题，合力化解民生难题。通过该工作

模式，组织物业企业召开了疫情防控工作

督导会、创文工作推动会，督促物业企业切

实履行好主体责任。通过协调，有效地解

决了润和馨苑小区房屋维修、峰尚花园小

区大门墙体脱落、茶淀馨苑小区电梯维护

等难点问题，有效改善了各小区环境面貌，

为广大群众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

考核评星 物业服务添动力

为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规

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茶淀街道不

断探索创新物业考核机制，出台了《茶淀

街商品房物业企业管理办法》，对商品房

物业企业实行星级考核评价，构建了科

学有效、奖罚分明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

激发出物业企业服务热情，倒逼物业企

业自觉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形成了各物

业企业互比互看、争先创优的崭新工作

局面。

针对物业管理涉及的各方面工作，不

断完善、细化考核评价内容，商品房住宅小

区物业企业考核分为四部分：日常考核、季

度考核、年底群众满意度调查、配合社区党

委工作情况。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根据每

年物业企业综合考核情况开展商品房物业

评星活动，分别评选出五星级物业一个、四

星级物业两个、三星级物业三个，对评选出

的星级物业企业给予以奖代补。2019年7

月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通过巡查考核发现

并整改物业服务问题100余个，考核的指

挥棒和激励棒作用日见成效。

精细治理 老旧小区焕活力

针对老旧小区建成时间早、设施配套

不齐、小区环境脏乱等问题，茶淀街道创

新理念，由街道财政兜底，采取公开招投

标方式，全面引入竞争管理机制，对辖区

四平里小区、七星里小区两个老旧小区和

茶淀馨苑还迁房小区实行物业精细化管

理，研究制定了《茶淀街旧楼区物业管理

办法》。实行定岗定员制，按照每1万平

方米左右配备一名内扫保人员，每 3 名

内扫保人员配备1名外保洁人员。针对

清扫保洁要求、门岗值勤和巡视管理、车

停放秩序管理、绿化养护管理等内容制

定了服务管理要求标准，建立了社区建

设办、公共管理办、物业专管员、居委会

人员、居民代表组成的五方巡查考核机

制，将考核结果与物业付费、合同续约挂

钩，迅速带动老旧小区从管理服务缺位步

入管理正轨。

在疫情防控期间，物业管理模式优势

作用发挥明显。18家物业服务企业对小

区进行“24 小时的守护”，与社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共同参与到小区疫情防控工

作中，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卡口询问测温、

巡逻排查、日常消杀等工作，扎牢了小区

防控的“第一道篱笆”。 记者 刘芸

服务触角延伸至群众生活末端 苦练绣花功夫

寨上街推进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
■ 时报记者 刘芸 报道

连日来，寨上街深钻细练绣花功夫，结

合老旧小区管控特点，将社区治理工作与

创文攻坚任务有机结合，工作触角延伸到

群众生活末端，全力推进基层精细化治理。

回应百姓关切
开辟复课专用通道

“孩子复课了，但出行很不方便，特别

是从封闭小区出来就是大马路，和机动车

混行，很容易出现问题。”家住寨上街惠阳

里社区的刘女士担心地说。原来，惠阳里

小区是老旧小区，小区封闭管理后，仅保

留两处出入口，且毗邻大马路。辖区中小

学复课后，孩子们上下学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了解到有关情况后，寨上街迅速行

动，指导社区在远离机动车道的点位开辟

“复课专用通道”，为低年级中小学生派发

“复课学生”通行证，并依托“党建红网格”

派单值守点位，按照学生出行的高峰，分

早中晚三个时段开放，严格落实值守测

温、秩序维护各项要求，实现与现有卡口

的分流管控，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复学路，

得到百姓认可。

抓好秩序规范
全力整治乱停乱放

基层治理讲求绣花功夫，不是落在

口号上，而是要落在实打实的工作中。

不仅要在宏观上抓好治理，更要用“显微

镜”去体察民情，练就过硬功夫。寨上街

的老旧小区居民出行用得最多的就是自

行车、电动车，但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

涌入，租住户不断增多，小区原有停车棚

已无法满足需求，乱停乱放现象日趋严

重，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楼道空间，堵

占消防通道，既不文明美观，又埋下安全

隐患。

为此，寨上街积极与新区创文攻坚

任务对标对表。一方面，在全辖区组织

开展“僵尸自行车”专项整治，全力根治

乱停乱放堵占消防通道问题。并推出废

旧自行车兑换积分活动，居民将废弃自

行车送往居委会，依据自行车完整程度

兑换相应积分，居民可凭积分兑换相应

的民生服务。另一方面，合理调配老旧

小区和周边公共区域，推进非机动车停

车位和停车棚的建设。截至记者发稿

时，德阳里周边海鲜街一侧的自行车停

车位已整修完毕。寨上街公共管理办的

田海龙介绍，此次改造共安装自行车停

车架 262 延米，修复地面花砖 180 平方

米，原来被挤占的道路重新宽阔起来，比

以前更美观了。下一步，重点将放在老

旧小区内部停车位和停车棚建设上，让

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决战创文攻坚
争当光彩滨海人

为老旧小区安装楼道防盗门等于是

给老百姓上一道安心锁，但目前社区却出

现了门已安上、门户却大开的现象。“锁门

太费事”、“钥匙不好管理”，惠阳里社区在

听到居民这些不愿“锁门”的意见后，因地

制宜地制定“锁门”方案。由楼门院长或

群众中威望较高的居民作为“守门员”，主

要负责掌管楼门钥匙，定点对楼道防盗门

进行开放、关闭管理，同时每户居民也持

有楼门钥匙，方便在特殊时段通行。此

举让居民生活更便利、安全了。

“我们小区的颜值越来越高了，靠的

就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热心人！”家

住惠阳里小区的张大娘一边说，一边指着

刚刚离开的社区志愿者。原来，这是一群

刚刚完成网上派单接单任务的志愿者，他

们当中既有年近七旬的老党员，也有刚入

职的社工，更有各个楼门的“楼门长”。通

过网上受领任务，他们分片包干，常态化

开展背街里巷点位排查，用邻里街坊独有

的温情模式，春风化雨地开展文明劝导，

产生了良好效果。社区从百姓生活习惯

俗例的小事抓起，先后开展楼道堆物、咸

菜缸无序摆放等问题集中整治，建立了全

时段小区楼门点位巡查机制。

寨上街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创文攻

坚大会召开以来，寨上街上下迅速掀起

“争做光彩滨海人”行动。广大干部群众

积极响应，自觉发挥主人翁作用，积极参

与社区共建共治；社区则依托“组织在线”

平台，发布文明创建服务单，号召广大群

众参与社区治理，共建美好家园。

■ 开辟“复课专用通道”，为低年级中小学生派发“复课学生”通行证，依
托“党建红网格”派单值守点位，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复学路

■ 与新区创文攻坚任务对标对表，在全辖区组织开展“僵尸自行车”专
项整治，全力根治乱停乱放，并推出废旧自行车兑换积分活动，推进非机动车
停车位和停车棚的建设

■ 因地制宜地制定“锁门”方案，由楼门院长主要负责掌管楼门钥匙，定
点对楼道防盗门进行开放、关闭管理

汉沽街创新招法抓防控促发展

开展好党性教育
为防疫提供思想保障

线上利用微信、微博、组织在线等，推送

习近平总书记5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5月16日第10

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的讲话》等；开展警示教育，将滨海新区

融媒体中心《百姓问政》栏目中涉及到的防

控薄弱环节问题及时推送到各党小组工作

群，举一反三、查漏补缺、整改提高。线下

开展“祖国在我心中，致敬抗疫英雄”主题

党日活动，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代表，汉沽中

医医院内三科护士长、副主任医师马春丽和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呼吸科护士

张英讲述了他们奔赴湖北抗疫一线，冲锋在

抗疫最前沿阵地的故事。举办小型音乐会，

为部分下沉干部演奏耳熟能详、脍炙人口

的歌曲，缓解下沉干部连日来的紧张情

绪。汉沽街临时党支部建立周一例会制

度，各支委开展理论学习、思想交流，力

争先学一步、学深悟透。广大下沉干部打

起持续战斗的精气神，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始终拧紧责任担当这根“发条”。

坚持“党建+”理念
不断创新工作招法

汉沽街临时党支部坚决破除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让广大下沉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当中，慎终如始，持

续用力，在抓紧抓实抓细中交出合格答

卷。汉沽街充分利用“组织在线”平台作

用，激励下沉干部配合社区高质量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双

胜双赢。下沉干部每天在“组织在线”

平台领取任务后，积极开展复工复产、

扫黑除恶宣传、向企业商户发放信用承

诺书、消防安全承诺书、宣讲惠企政策

等。及时调整防控力量，在每个卡口选

出一名党员作为卡口组长，发挥好“党员

组长”的优势和作用，真抓真管，在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上下功夫，确保不出

任何纰漏。

锻造过硬作风
提升党员干部能力和本领
广大下沉干部在抗疫中自觉淬炼党

性初心，牢记宗旨使命，扛起责任、经受考验，

切实将硬作风转化为治理能力和斗争本领。

滨海新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齐建春在

红霞里社区值守之余，建立法律咨询服务

站，为过往群众解疑释惑、以案释法，赢得

了群众的赞誉。滨海新区人社局杨长贺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围绕如何保障自身合

法权益等热点问题为百姓答疑。汉沽中心

小学教师张传凤为学生及家长讲解在家学

习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下沉干部知责尽

责、担当担责，在疫情防控、复课开学、复工

复产等各方面发挥了动能。 记者 刘芸

时报讯（记者 刘芸）“谢谢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送给我的芭比娃娃，我太喜欢了。以后这

个娃娃就是我的好朋友，陪伴我一起学习，一

起睡觉。”日前，在汉沽街贾园里社区开展的

“组织在线+点亮困难儿童微心愿”活动中，困

难家庭的孩子刘桐羽收到了梦寐以求的礼物。

圆梦困境儿童微心愿活动自 4 月底开展

至今，受到了社区党员、志愿者、居民的关注和

重视。最近有三个家庭的孩子提出了自己的

小心愿。刘桐羽希望有一个芭比娃娃，陈欣

然、陈欣怡姐妹俩希望能得到故事书，而李良

泽希望得到足球、篮球或是一本书。贾园里社

区依托“组织在线”在平台上发布了这些孩子

们的微心愿之后，立即就有社区党员、志愿者

们领取任务，其中社区老党员、关工委“五老成

员”在领取完任务后，就为刘桐羽小朋友购买

了一套可爱的芭比娃娃；韩雪冰是贾园里社区

的在职党员，为陈欣然、陈欣怡姐妹俩买了四

本内容丰富的童话故事书；邵月洪是贾园里社

区的卡口值守人员，为李良泽小朋友买了一个

篮球。孩子们接到这些充满爱心的礼物时，露

出了纯真的笑容，一句谢谢阿姨、谢谢爷爷温

暖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贾园里社区

社区志愿者“领任务”
圆梦困境儿童微心愿

日前，汉沽街及时调整工作着
力点和应对举措，慎终如始抓防控，
善作善成促发展，以抓紧抓实抓细
的过硬作风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双胜利。

时报讯（记者 刘芸）“闺女，这馄饨包得太

棒了！”“儿子刷碗越来越干净了，最后还能将

厨房收拾干净，真棒！”日前，汉沽街前坨里社

区关工委与社区“组织在线”相结合，利用平台

发布任务的功能，让孩子们与家长一起领取任

务，鼓励他们在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学习任务和社区志愿服务等，家长们看到

孩子的变化，赞不绝口。

社区发布的家务劳动任务让孩子在劳动

中学会了独立，增强了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

观念，更加理解并感激父母的辛勤付出。孩子

们还在“组织在线”里学习到了科普文化、法律

小常识、时事政治、科学应对新冠肺炎等知识，

更加理性地面对居家学习生活。伴随着校园

有序复课开学，孩子们表示，在假期中培养出

的独立精神和责任感对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自己会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同时继续关

注社区“组织在线”平台发布的任务，完成学习

任务的同时领取任务，不断充实自己。

前坨里社区

“组织在线”发布家务任务
居家教育有了新舞台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王园里

社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通

过“组织在线”组织辖区居民积极参与网上答

题活动，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积极营造文

明、安全的出行氛围。

社区通过知识竞答向居民详细讲解了疫

情防控期间有关安全行车的知识、出行前及时

了解路况、做好安全检查，保持安全车速行驶

等道路安全知识，有效提高了辖区群众的安全

意识和法制意识，增强了遵章守法的自觉性，

得到辖区群众的支持。

王园里社区

居民参与网上答题
学习文明安全出行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东滨

里社区开展“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

灾的人民防线”活动，普及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提高防范和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社区通过展示消防、雷电、洪水宣传画及

防灾视频，向社区居民宣传了《防灾减灾法》等

法律法规知识，普及了洪涝、台风、地震、冰雹、

疫情、家庭火灾、燃气泄漏等各类灾害事故的

应急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此次宣传活

动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和效果，进一步增强了居

民的防灾减灾意识，营造了全民参与防灾减灾

的良好社会氛围。

东滨里社区

科普防震减灾知识
提高基层应急能力

时报讯（记者 刘芸）5月22日是生物多样

性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日前，茶淀街七星里社区开展了

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主题宣传。

七星里社区利用社区“组织在线”平台，发

布宣传活动任务，社区志愿者和居民领取任务，

线上学习相关材料，并通过微信群反馈，在邻里

之间广泛传播。此外，在线下通过社区LED显

示屏、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对居民讲解珍稀动物、

灭绝动物的种类，引导辖区居民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问题的关注，提升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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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生物多样性
提升生态文明意识

“破损的道路全修好了，既平整又

美观，方便了大家出行，也提升了环境

质量。”日前，家住寨上街建阳里社区的

张萌指着刚修补好的路面高兴地说。

绿地步行街是商业街，加之坐落于

有上万人口的居民区，道路四通八达、

人员流动较大，过往车辆较多。最近寨

上街建阳里社区在网格巡查中发现步

行街多处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给过往

居民和购物的人们添了一层“堵”。建

阳里社区通过“组织在线”平台委派给

万润禾一物业网格修复地面任务，万润

禾一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接单到达

现场查看具体情况并落实了维修方案，

一个小时内，设置安全围挡提示，将破

损的路面刨开，用沙和水泥对路面进行

填埋修补，将地面铺平。修补完成之

后，细心的施工人员还将修复好的路面

未干处周围放上警戒墩，以提示业主通

行时注意安全。

物业负责人王经理表示，物业会加

大定期检查力度，一旦发现路面出现异

常，会尽快处理，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市

民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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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路面修复 出行更安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