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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城小区:

学习“石塔湖模式”
公开招聘“新管家”
晚报讯 小区物业合同即将到期，业
委会启动招聘程序，准备招聘新物业。 日
前，清江浦区府前街道淮西社区加州城小
区招聘新物业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 为确保招到让大部分业主都满意的
“新管家”，加州城小区业委会全体委员专
门赶往石塔湖小区进行学习，拟引用石塔
湖小区公开、公正、透明的方式选聘物业
公司。
加州城小区地处清江浦区淮海西路，
由四个院子构成，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
方米。“物业合同于今年12月31日到期，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小区业委会启动了
招聘物业的程序。 ”小区业委会主任孙先
生说，招聘首先要做到公开，于是业委会
于6日在市住建部门的网站上发布了招聘
公告。 据了解，小区招聘物业公司的条件
是，物业资质为三级（含三级）以上，近一
年内没有上过住建部门物业公示的黄黑
榜，要有相同或相似楼盘管理经验。
12日下午4:30，是加州城小区招聘物
业报名的截止时间。 据了解，已有多家物
业公司报名参加小区物业招聘。“接下来

我们将认真审查这些物业公司的报名材
料，然后进入下一轮的评审工作。 ”孙主任
介绍， 根据从石塔湖小区借鉴来的经验，
为了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在小区选聘物
业公司的过程中成立小区招标工作监督
委员会和小区招标工作小组，两个小组的
工作人员由业委会委员和业主代表组成，
不允许交叉任职。“招标监督委员会全程
监督招标工作。 ”这样就避免了既是“运动
员”又是“裁判员”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做
到公平。 据介绍，各报名物业公司在规定
时间准备好标书后，招标小组会同招标监
督委员会约请专家现场开标、评标，现场
公布分数，择优选定物业服务企业，然后
进入法定确认程序。
“在启动选聘物业程序之前，我们业
委会成员集体到石塔湖小区进行了学习，
觉得他们小区选聘物业公司的做法可以
学习借鉴。 ”孙主任说，无论是从其选聘物
业的程序还是最后选聘物业的结果、效果
来看，都做到了公开、公正、透明，这样选
出来的物业能够尽心尽力把小区的物业
服务工作做好。
■ 社区记者 高玉启

金奥小区：

物业“多管闲事”
业主没了后顾之忧
晚报讯 又到了年底物业费收缴季
了，如何让业主心甘情愿地将物业费缴纳
上来，是很多物业企业头疼的问题。 昨天，
记者在生态文旅区金奥小区物业处了解
到， 目前小区实际入住的业主物业费缴纳
率已经接近百分之百，他们获取高收缴率
的一个法宝就是严把房屋质量验收关，
“
守
好这个关口，获益的不仅是业主，还有开发
商和物业企业。 ”小区物业负责人李宏说。
金奥小区业主在拿房时，就会享受到
物业提供的验房服务，与一般验房过程不
同的是，这个是持续的服务，只要业主发现
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就可以向物业提出要
求，物业会协助业主查验、取证，并由物业
向开发商提出申述，督促开发商在规定时
间内将问题解决。
“
我们还为业主提供装修时的监管服

务，只要业主向我们出具授权书，物业就可
以对装修公司的材料、程序、质量等方面进
行全方位监管，确保业主利益。 ”李宏说，业
主个人很难对专业性很强的装修以及房屋
质量有全面了解， 物业公司提供这样的服
务，让业主没有后顾之忧，有利于维护业主
的长期权益。“
目前已经有几十户业主与我
们签订了授权委托书， 享受物业的这一增
值免费服务。 ”
同时， 金奥小区物业在对开发商交房
后的承接验收环节， 也做了大量细致认真
的工作。“
我们花了8个月，做了11本台账，
梳理了小区存在的问题， 并让开发商督促
施工单位整改到位。 ”李宏说，这些工作并
不仅仅是为业主利益考虑， 也是促进开发
企业更好地完善自己的工作。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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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第一城小区一居民：

“硬骨头”小广告

“落户”电梯难清理

晚报讯 “这种小广告我是第一次看到，
打着‘
禁止吸烟’的公益口号不说，还使用一种
特殊材料，非常难清理！ ”日前，清江浦区开元
路淮海第一城小区的一位居民向记者反映。
记者来到该居民居住的春晓苑，在该居民
的带领下，记者走进电梯看到了一个顽固的小
广告。这是一个开锁的广告，却打着
“
禁止吸烟”
的旗号， 广告不仅附有联系电话还有二维码。
该广告并不是普通的纸质“不干胶”，而是一种
特殊的厚塑料材质，背部的粘性特别大，用手根

本撕不开。
反映问题的居民告诉记者，她曾想尽办法
撕下这个小广告都未果。她认为小广告之所以
能在小区电梯里“
落户”， 是小区单元门禁失
控，闲杂人等可以随意进出造成的。
在小区物业办公室，记者向负责人反映了
这一问题，负责人称门禁系统的修理资金正在
申请中，不久就可以修复。近期，物业将请专门
的保洁人员对小广告进行清理，并进一步加强
管理，维护好小区环境。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绿地四期一居民：

电梯失控乱窜

“救命铃”还“失声”

晚报讯 前两天， 生态文旅区绿地世纪
城小区四期158号楼一业主，通过“有事您说
话”向本报反映了她几天前的遭遇：当晚十点
多， 这位居民乘坐电梯回家，“在进电梯的前
一刻， 我就觉得有点问题——
—电梯轿厢明显
高出地平面一截。 ”待该居民摁下自家楼层的
按钮后，随着电梯的上升她发现，电梯上上下
下运行个不停，就是不开门。“手机在电梯没
信号，摁下紧急呼救铃也无人应答。 ”就在她
惊魂未定之际， 失控的电梯在运行数分钟后
在顶楼停下，“我吓得赶紧跑出来， 乘坐另一

部电梯回了家。 ”这位居民称，电梯失控已经
让人心生恐惧，如果“救命铃”再失效的话，那
就太让人抓狂了。
13日， 记者来到小区物业客服处了解情
况。 客服称158号楼的这部电梯因为被雨水泡
过，线路存在问题，的确出现过状况，“五方通
话设备也有问题， 目前我们都在排查修理
中。 ”该客服人员称，什么时候能修好，他们还
不敢下保证。“不过这部电梯是我们重点监控
的对象， 遇到问题我们会让保安第一时间去
查看。 ”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樱花小区居民郭先生：

车辆乱停放

绿化遭了殃

晚报讯 前几天， 家住樱花小区4期的郭
先生反映， 该小区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
有的业主直接将汽车停在了绿化带上，还有人
在消防通道上停放车辆。
郭先生告诉记者，其实，该小区很多道路
上都划有停车位。 尽管如此，还是有车主往绿
化带上停车，绿化也因此遭到破坏。 还有车主
长期将私家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郭先生认为，
如果发生火情，停在通道上的车很有可能影响
消防车进入小区，开展灭火。 他希望小区物业

对不规范停车的行为加以管理，劝导个别业主
不要随意停车，倡导大家共同爱护和维护小区
的环境。
昨天，记者在该小区发现消防通道上确实
停有车辆。 另外，在小区绿化带内停车的现象
也很普遍。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小区物
业。 了解情况后，一位负责人称，他们会与涉事
的业主进行沟通，引导大家将车辆停在划定的
车位上， 不再占用绿化和消防通道的空间，以
维护小区的整体环境。 ■ 社区记者 李吉华

1440 元灵芝孢子粉
来电 公益发放

人民路社区：

实景党课重温历史
不忘初心服务居民
晚报讯 11日，清江浦区长西街道人
民路社区党委组织辖区内50多名党员，前
往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实实
在在地上了一堂以“缅怀先烈，不忘初心”
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实景党课。缅怀革命先
烈的丰功伟绩， 重温新四军英勇抗战历
史，从“
铁军”精神中了解“初心”，牢记“初
心”。
新四军历经
“
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艰难
险阻， 却一直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不屈
不挠的民族精神，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革
命故事深深地激励了每一位党员。“
什么是

投诉/建议/咨询/求助

‘
初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的社会主
义信念，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怕牺牲
的精神，新时代要有深化改革的意志……”
通过重温革命历史， 党员们坚定了政治信
念，强化了党员意识，增强了党性修养，对
“
初心”的理解更加深入。大家表示，在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章党规的学习，争做
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
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 社区记者 高玉启
通讯员

卞海荣

广
告

为关爱患者健康， 南京健康产业商会
特向社会赠送灵芝产品
●申领条件：淮安市内两年内确诊的肿瘤病友
●申领内容：破壁灵芝孢子（100 粒装）3 瓶
（市场零售价 1440 元）
●注意事项：
（1）每位肿瘤病友终生限领一次，不重复赠送。
（2）领取时请携带个人病历资料及身份证
（3）领取前请务必电话预约，了解申领事宜，谢谢配合。

0517-83111200

免费申领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