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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业主参与投票，找到业主
后，业主大会投票又容易引发“暗箱”操
作风波，此类问题导致我省很多小区迟
迟无法成立业委会，那么，“投票难”的
问题如何解决？

今年1月份，在省“两会”期间，有
省人大代表提出建设“物业云”电子议
事系统，通过电子议事系统让小区业主
参与成立业委会、选聘物业、维修资金
管理等事项。

据了解，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
已经开始推广使用小区电子投票议

事系统，业主通过手机、电脑登录
系统就能完成电子投票，参与

决策小区的公共事务，
比 之 前 通 过

“扫楼”

式书面投票更高效也更有公信力。海
南的“候鸟型”小区很多，业主无法到现
场参与业主大会，如果能试行电子议事
系统，小区公共事务决策的参与率将会
大幅提高。

2018年5月，三亚市物业综合管理
平台开始上线试运行，成为我省首个试
行小区电子议事系统的城市，但三亚市
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由于三亚的一些小区业主数据信息搜
集不全，且职能部门之间在信息系统导
入上也有对接问题，导致系统的信息录
入进度比较缓慢，目前仅有10个小区
完成了业主身份信息数据录入，还没有
小区利用该系统顺利开展投票表决。

今年7月14日，由省业主委员会协
会联合海口市信息中心共同开发的

“12345+业委会——业主决策平台”系
统在海口市海岸塞拉维小区启用，试点
后，从发起成立业委会到备案，业主只
需要3次投票即可。投票结果还可得
到公证处公证，避免人为操作“投假票”
的可能。

据悉，目前海口正逐步在4个小区
试点电子投票系统，试点工作结束后，
将总结试点情况，修改完善工作流程，
并在全市推广“12345+业委会——业
主决策平台”。

两次破解“投票难”的尝试

电子投票系统的上
线使用，不仅给业主选
举成立业委会提供了方
便，也为政府部门指导
和监管业委会成立过程
提供了有效抓手

“呼声”频频“征程”漫漫

6月15日，海口市昌茂花园牡丹园
小区举行首次业主大会，不少业主来来
往往，为是否同意成立小区业委会进行
投票。“筹备了大半年，终于忙到这一步
了！”牡丹园小区业委会筹备组成员王
创国感慨，自去年6月物业公司要求提
高物业费后，大家决定成立业委会对物
业公司进行监督管理，从成立筹备组到
召开业主大会，花了将近一年时间。

根据统计，海口目前成立业委会的
小区有386个，占比仅13.4%，而其他市
县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比例更少，初步估
计全省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比例不超过
三成。为何成立业委会的比例如此之
低？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
例》规定，成立业委会需要召开业主
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这需要达到

“双三分之二”和“双过半”的规定，
“双三分之二”是指“部分事项的决定
程序要求应当经专有部分建筑物总面
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
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双过半”是指

“部分事项的决定程序应当经专有部
分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
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这两个硬
性指标对于很多“候鸟型”小区而言，
无疑难度很大。

琼海市森海湾小区业主陆卫超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小区成立业委会工
作流程的第一步是需30%以上业主联
名填写申请表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提
出申请，森海湾小区有 8000 多户业
主，现在仅有100多户常住，大多数都
是“候鸟”。对于长期不在此居住的业
主，志愿者们通过电话形式沟通，但目
前也才搜集到1600多户业主的同意
申请书，成立业委会还有漫漫“征程”
要走。

对于业主们来说，“弄懂吃透”有关
成立业委会的政策法规也不容易。海
口市金宇街道办城建办主任习以才说，
由于成立业委会环节多，街道办作为监
督指导部门，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组织
协调，但目前街道办负责业主大会事务
的机构编制、人员也很缺乏，目前辖区
有100多个小区，仅有30个小区成立
了业委会。

此外，一些小区成立业委会，还遭
到了物业公司的阻挠，因为一旦业委会
成立，意味着公共收益可以由业委会管
理监督。

成立业委会，最难
三大关：业主参与关、政
策法规关、利益冲突关

“启用电子议事系统，可以解决
业主召集难、业主身份确认难等棘
手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业主自治议
事意识低，业委会组织运作不规范
等问题。”习以才说。

对此，海口东盛名苑业委会主
任张文君深有感触，“成立时万众一
心，成立后一片茫然。”大部分小区是
奔着解决物业纠纷成立的业委会，但
成立后发现治理一个小区的难度不
亚于管理一家公司，大家全凭一股热
情在干活，一旦不规范运作，就极容
易激化矛盾，也打击班子成员的积极
性，业委会仍需要进行专业培训以及
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

长期以来，业委会成立难，成
立后运行也难，小区治理矛盾困
局如何破解？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客座讲师刘强认为，小区治理种
种纠纷矛盾的背后，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的困
境。一方面，是业主维权意识和
组织化程度在提高，另一方面，是
基层法制建设整体上相对滞后，
存在立法空白、法规条例相互冲
突等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中对业委会成立和执行工作
没有具体的监管规定，导致政府职
能部门对业委会的监管无法到
位。该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应重视
对业委会成立以及运行工作的相
关资源支持，尤其是增加对直接负
责指导和协调工作的基层街道办
事处的人力投入。

2018年6月，在省住建部门指
导下，我省成立全国首个省级业主
委员会协会，对小区业主、社区管理
部门进行指导、培训以及提供专业
咨询，加强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推
动小区自治管理，探索解决目前小
区管理的各种“痛点”问题。

此外，刘强认为，在小区矛盾
中，物业纠纷最为突出，这背后也
暴露出物业行业服务能力和素质

“双低”问题，而此现象在老旧小
区尤其突出。相关部门也应该做
好监管并逐步引导物业行业朝透
明化、规范化发展。

海口华宇名第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刘楠认为，随着小
区自治管理的规范化，也在倒逼
物业行业市场趋向开放化、专业
化，“物业行业的观念会从管理小
区转变为服务小区”。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夏日炎炎
我家却断水断电

6月15日，海口市海信华庭小区
部分业主家里停水停电已经好几天
了。业主詹德高很是窝火：“这么热的
天，没水没电，老人小孩哪受得住！”

今年4月，由于不满物业公司未
及时公示小区公共空间水电费和电梯
使用费，海信华庭小区部分业主与物
业公司起了纠纷，物业公司暂停了部
分欠缴公摊水电费和电梯使用费的业
主水电缴纳服务，不少业主家因此停
水停电，业主多次投诉物业公司无果。

6月16日，在城西镇政府、龙华区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下，海信华庭小
区业主代表及物业公司代表聚集一起
召开物业纠纷协调会。经过2个多小时
的协商，业主代表同意缴纳自2019年
以来的小区公摊水电费和电梯使用费，
物业公司需要恢复业主缴纳水电费服
务，至于2019年前的物业费用纠纷，需
要联系开发商进行协调。

6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接到詹
德高的电话：“物业公司又反悔了，到
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小区公摊水电
费的相关数据，我们不能补缴费用，到
现在也没有恢复水电。”电话的那头，
詹德高无奈地说，这已经是第五次调
解纠纷失败。

类似这样的纠纷，并不少见。根据
海口市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统计，
2017年、2018年热线投诉类型数据排
名，海口市民对物业纠纷投诉都排在前
两位，大部分纠纷起源于小区管理不到
位、收费混乱。

海口2868个小区，其中有签订商
业物业管理的小区1573个。近年来，
因物业公司不作为、乱作为而产生的
物业纠纷话题不绝于耳。随着业主的
维权意识增强，通过成立业委会监督
物业管理、维护业主权益的诉求越来
越大。据省业主委员会协会秘书长肖
江涛介绍，自2018年6月该协会成立
以来，业委会咨询微信群已经开了3
个，800多个小区陆续成立业委会筹
备组，迄今该协会已经指导100多个
小区成立业委会。

“我们正在收集业主意见，成立业
委会筹备组，希望通过业委会提出我
们的管理诉求。”詹德高表示，小区筹
备成立业委会，以业委会名义向物业
公司要求公开所有管理支出，提高服

务水平，如果服务仍不让人满
意就终止合作，选聘新

的物业公司。

反思：
成立时万众一心
成立后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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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成立业委会有多难

近日，海口两个关于小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一个是7月14日“12345+业委会——业主决策平台”系统启用，有了这个电子
投票系统，召开业主大会商讨成立业委会将不再面临业主组织难、到场难等问题。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海口市住宅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方案》出台，今年7月底前
要有50%以上的“三无”小区成立业委会，实行业主付费自治。

小区业委会，是代表业主利益的组织，能够对物业管理发挥有力的监督作用。
然而，据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解，由于房屋高空置率、人口流动性大，加上成立程序
过于繁琐等原因，目前海南小区的业委会成立比例不到三成，成立比例相对较低。
缺乏了业委会作为沟通平台，小区业主的诉求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散沙式的小区
管理方式也频频导致纠纷发生。

小区是城市的社会细胞，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如何引导小区做好
自治，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也考验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的执政能力。

物业纠纷投诉量连
续两年排名居前，成立
业委会实行小区自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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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委 会 运 行 仍 需
专 业 培 训 以 及 相 关 部
门的监督指导

7月6日，海口市琼山
区华荣府小区举行第二届
业主委员会选举大会，小区
居民填写选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