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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喜报万家春，闻鸡起舞舞新春。

当春天的脚步悄悄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了。

展望 2017 年，我们依然信心百倍、踌躇满志。我们坚信，有历思联行决策人的正

确领导，有同事们的众志成城，有各方同仁的互赢互助，我们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

们的历思联行一定会不断发展壮大，历思人一定能铸就新的、更加壮美的辉煌。

祝愿新的一年，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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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们与梦想同行

历思联行中国北区、中国中区、中国南区、历思联行隶属子公司历思环境等，2016 年年

会于本月陆续召开。历思联行董事会成员和同仁们欢聚一堂，共同总结 2016 年的精彩华章，

展望 2017 年的全新征程。

精彩回顾

中国北区

刊首寄语 Magazine Blessing 公司动态 Company News



中国中区

中国南区

历思环境

载满希望，我们一起创造历思联行 2017 年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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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2016 年物业行业大事件

1、街区制的实施

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

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

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意见》中提出的街区制，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全

面铺开。街区制新政下，物业公司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压力，企业在管理成本的控制和社

区安保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物业行业面临洗牌，传统物业企业

需要转型升级、商业模式升级、服务创新，才能更好的应对，进而提升企业更上一层楼！

2、工匠精神

3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近两万

字的报告中，一些新词受到各界关注，引发代表委员和网友热议，其中之一就是“工匠精

神”。物业管理之所以没有真正的做到质价相符，没有做到真正的让客户尊重和感动，除

了本身行业发展的瓶颈及人员的素质制约外，其核心问题是我们缺少敬畏的心和“工匠精

神”。作为物业管理人的我们，如果不读懂什么是“工匠精神”，不去传承这种精神，做事

不专业、不专注、不敬业、不注意细节、不追求完美、不去坚持和坚守，物业管理就难出精

品，难出品牌，难出大家，那么这个行业的春天虽然看起来很美，但也会是昙花一现。

3、宾利女司机叫人打伤保安

4月 北京顺义区水木兰亭花园小区发生保安被打事件。起因是一辆宾利车的女司机因

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在事发两小时后，这名司机纠集多人将保安打伤。长城物业第一

时间发表官方声明，对于此类恶性暴力事件零容忍，物业一定要讨一个说法，不接受私下调

解。这个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众多网友对于物业从业人员尊重的强烈呼吁；事发小区有业主

挂出条幅，呼吁严惩凶手，还为保安发起了捐款；这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同时也给长城物业

点赞，物业公司能够依法维权，合理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4、全国首例小区车库之争

4月 南京星汉城市花园小区“全国首例小区车库之争”，因涉及众多户主的利益，被

广泛关注。“小区车位、车库究竟属于谁”问题引发了市民、物业业内人士们的关注和热议。

行业聚焦 Industry Focus



后有网传“法院判了：小区车位应归全体业主，开发商无权售卖；以及微信中疯传”车库判

归业主“的消息，均为断章取义，最终结果是开发商支付业委会 50 万车库出售款，其他诉

讼请求被驳回。业主称对小区全部车库均有所有权的要求，法院并未予以支持。

5、营改增

5月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将全面推开，物业管理企业也将由原来缴纳营业税改

缴增值税。物业行业如何纳税，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是多少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比如

问题：物业管理行业“营改增”过程中，代有关部门收取水费、电费、燃(煤)气费、维修

基金、房租的行为，在营业税项下，上述代收费用不计入营业额，不缴纳营业税。

6、物业管理师资格证被取消

6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持续降低就业创业

门槛：在近两年已分五批取消 272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基础上，会议决定，再取消招

标师、物业管理师、市场管理员、插花员等 47 项职业资格。一时间，网上关于物业管理师

证书还有用吗的问题？成了物业行业人员的关注问题。有人就提出，在面试中要求看证书的

招聘企业仍然不少。当然也有一些企业表示，与证书相比，他们更看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经

验与实操能力。就算没有证书，也同样会考虑。升职加薪找工作再也不用为一纸“证书”困

扰自然是好事，但不管政策如何变化，人员自身能力、水平才是王道。

7、拒交物业费列失信记录

7月 南京的《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拒交

物业费经判决确认后仍不履行的，将录入个人信用档案。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多地将居民

拒交物业费用的行为录入个人信用档案。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上海、无锡、珠海等地将拒交物

业费列失信记录。这个条例公示后，关注度很高，在天涯论坛引发网上热议。在一个调查中，

对这个新规反对超过 8成，有人认为将欠缴物业费一刀切地与个人征信挂钩，对业主来说不

够公平；有人认为，一旦确认欠费就要被录入征信，似乎过于严厉。

8、中国物管行业惊天并购大案



8 月 绿城物业、万科物业、花样年物业联合体和中民物业四家企业参与的万达物业股

权转让竞标事件中，这个引发行业巨大关注的“中国最大物业行业收购案”最终结果出炉，

花样年与万达商业就收购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签署协议。花样年旗下深圳市万

象投资合伙企业（下称万象投资）、深圳市前海嘉年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前海嘉

年）将联合收万达物业 100%股权。交易总价约 20 亿，而万达物业的账面资金和应收账款

共 8亿元将作为嫁妆，换言之，花样年收购万达物业的代价不超过 12 亿元。除购物中心

外，万达的写字楼、住宅以及裙楼底商被打包成交易资产包，所涉物管面积超过 6000 万

平方米。

交易完成后，开元国际物业将承担万达物业旗下住宅社区的物业管理服务，而花样年

国际物业则负责万达写字楼的物业管理。花样年国际物业是美易家的附属公司，专注于城

市综合体、写字楼、度假物业为主的商务物业管理，与主打住宅类物业管理的彩生活错位

生长。

9、万科睿服务 3.0

9 月 万科物业发布“睿服务 3.0”，「睿服务 1.0——建立记录数据的能力；睿服务

2.0——建立人与物的联接能力」，故事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简单了，9 月 25 日，万

科物业发布了「睿服务 3.0——连接人、财、物」。“睿服务 3.0”最大的亮点是对物业

服务费之外的“公共广告收入、场地租赁收入等”向业主公开，业主可以通过“住这儿

App”扫描电梯广告旁的二维码，即可以了解小区内的物业服务之外的公共收入有哪些。

对于社区 O2O，“睿服务 3.0”，还特别推出了“友邻计划”，该计划将利用“住这儿

App”将小区内的公共资源收入全部用于设施设备常用常新及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真正做

到“属于业主的钱，服务于业主”。

10、深圳成立中小物业发展联盟

10 月 深圳市民中心多功能厅，首届中国(深圳)中小物业企业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来自于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专家展开激辩，为困惑中的中小物业公司释疑解惑，并指明方向。

本次论坛上，深圳市部分中小物业公司签订战略结盟协议，成立中小物业发展联盟。计划在

2016 年底，将盟员数量增加到 50 家，明年底达到 300 家左右。据介绍，该联盟有十大核心

要素促进中小物业的共同发展，包括成员企业免费使用、共同拥有的智慧平台;为全体成员

免费提供高等级市场准入凭证，破除一切市场准入门槛;共创上市企业，全程分享资本运作

收益，最终成为上市企业股东;帮助企业稳固阵地开拓市场，资源共享;对接有关组织、机构、

部门等，反映企业诉求，保护中小物业企业权益;等等。

2017 物业行业，让我们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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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物业费损害谁的利益？

如今，欠缴物业费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业主对物业“包干”理念的根深蒂固，导致

许多人把物业不该管的事归责到物业一方，使其背黑锅，如邻里纠纷、房屋质量问题、

小区犬吠等。而一些业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让自己“吃亏”，用不缴费来抵

制物业。只是，不缴物业费，到底是谁吃亏呢?

先来看看以下这个案例：

刘先生反映自己所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于 2015 年年底贴出公告，表示要撤出小区。

在物业撤出的这段时间，小区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传达室甚至被不知名的外来人员占用。

“现在小区里就是一团糟，道路上全是垃圾和枝叶，车子一开过去溅起一身灰;另外，

没有了保安人员的执勤、站岗，陌生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出，楼道里到处都是小广告。”

刘先生无奈坦言。除此之外，对于路灯不亮、道路损坏等，小区业主已不知该找谁报修，

导致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不少居民怨声载道，直指没有物业管理，小区面貌与之前相差

太大。

那物业公司退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小区共 4幢楼 104 户业主，小区建成后，物业

公司对其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因业主没有树立有偿享受服务的意识，近几年物业费收缴

率维持在 30%左右，致使物业公司连年亏损，最终在 2016 年 1 月撤场。

不交费损害了谁的利益?快来算算“账”

从表象看，物业企业是不交费直接受害方。物业费是物业企业的根本，如果没有物业费

的支撑，物业企业将难以存活。“一般情况下，拥有 10 万㎡以上面积的小区，收费率维持

在 85%-90%才能支撑物业企业存活，更别说那些户数少的小区了，收费率需更高。”业主一

旦不缴费，物业支出、人员工资、维修费用等就都没了来源，将运转困难。

深层追溯，不交费业主损失更多。一是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物业服务属于劳动密集型行

业，其中人工成本就占到了 70%以上，当所收物业费不足以支撑企业运作时，物业公司一般

情况下会压缩人工成本，减少服务人员数量或是启用年龄偏大的中年人，这势必导致日常管

理捉襟见肘，从而影响服务质量。二是影响房产保价增值。房屋作为不动产，具有保价增值

的作用，许多人在二手房转卖或租赁时，都希望能得到可观的收入。除了交通、地段、周边

配套设施等，小区的环境、物业的服务同样成为房屋价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部分业主

长期欠缴，物业必然降低服务标准，进而影响到房产的价值。

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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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思联行服务点赞

2016 年 12 月 26 日，长盛·上东区 2栋公寓楼 2406 号房业主刘阿姨将一面题有“金牌

卫士，贴心管家”的锦旗送到了客户服务中心，感谢物业人员细致入微，尽心尽责的服务。

业主刘阿姨表示：“我是真

诚地向你们表示感谢的。你们物

业管理工作人员工作认真负责，

做事细致入微，每次回来都会看

到你们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让我

一进小区就能感受到如家般的温

暖。感谢物业的规范管理和良好

服务”。据了解，此前，业主刘

阿姨接房后不久就发现房屋存在

很多质量问题，在整改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只要第一时间内向

物业服务中心人员反馈，就能得到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和及时地解决。最让业主刘阿姨

感动的是，在房子开始整改之后，服务中心都会安排人员到现场对整改进行监督，并反应其

整改进度。期间，更让业主刘阿姨意想不到的是，她还多次接到客服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

客服在巡楼过程中发现刘阿姨家的整改人员在整改过程中未按要求将地漏包裹，想到建筑垃

圾进入可能会导致地漏堵塞，客服人员就主动找来材料将地漏堵住，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告知

她，这让业主刘阿姨感受到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优质的服务意识。

长盛·上东区一直致力于历思联行“以人为本、用心服务、专业进取、至善至美”的方

针，创造和谐社区生活理念，注重生活每一细节，从安全护卫到环境管理，务必做到至善至

美。同时推行精细化和人性化管理，以最诚挚入微的服务赢得业主的信用和赞许，加强对物

业工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以创建“安全、整洁、舒适、温馨”的人文式服务

为目标，用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推行物业服务，力争做和谐人文的物业服务，坚持与人为善

的价值观、亲情服务的理念，赢得业户对历思联行的信赖。

中国中区长盛·上东区项目 谭永英

上班族颈椎保健小常识

都市白领们几乎都是资深“低头族”、“电脑控”、“人鱼式”（也就是手撑着脸趴在

床上）、“佛祖打坐式”等各种奇葩玩电脑的姿势随时切换，长时间维持不良姿势都有可能

引发颈椎不适。

分享以下小常识共 3 则：

第一则：正确使用电脑的姿势

第二则：平和的心情也能保护颈肩

颈椎疼痛还与情绪有关，人情绪激动时、

愤怒时、紧张时都会不自觉地耸肩。此时，放

松肩膀，深呼吸，不要耸肩。多进行腹式呼吸

有助于舒缓情绪。

第三则：适当锻炼很重要

对于肩颈部的定期定量锻炼很重要，每周

2-3 次颈部放松以及肌肉力量训练。一次性大量

锻炼，反而可能会增加受伤的几率。

总部行政人事部 邓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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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物业管理之所以没有真正的做到质价相符，没有做到真正的让客户尊重和感动，除
	了本身行业发展的瓶颈及人员的素质制约外，其核心问题是我们缺少敬畏的心和“工匠精
	神”。作为物业管理人的我们，如果不读懂什么是“工匠精神”，不去传承这种精神，做事不专业、不专注、不敬
	后有网传“法院判了：小区车位应归全体业主，开发商无权售卖；以及微信中疯传”车库判
	归业主“的消息，均为断章取义，最终结果是开发商支付业委会50万车库出售款，其他诉
	讼请求被驳回。业主称对小区全部车库均有所有权的要求，法院并未予以支持。5、营改增
	缴增值税。物业行业如何纳税，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是多少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比如
	问题：物业管理行业“营改增”过程中，代有关部门收取水费、电费、燃(煤)气费、维修
	基金、房租的行为，在营业税项下，上述代收费用不计入营业额，不缴纳营业税。6、物业管理师资格证被
	门槛：在近两年已分五批取消27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基础上，会议决定，再取消招标师、物业管理师、
	8月  绿城物业、万科物业、花样年物业联合体和中民物业四家企业参与的万达物业股
	权转让竞标事件中，这个引发行业巨大关注的“中国最大物业行业收购案”最终结果出炉，
	花样年与万达商业就收购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签署协议。花样年旗下深圳市万
	象投资合伙企业（下称万象投资）、深圳市前海嘉年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前海嘉
	年）将联合收万达物业100%股权。交易总价约20亿，而万达物业的账面资金和应收账款
	共8亿元将作为嫁妆，换言之，花样年收购万达物业的代价不超过12亿元。除购物中心
	外，万达的写字楼、住宅以及裙楼底商被打包成交易资产包，所涉物管面积超过6000万
	平方米。　　交易完成后，开元国际物业将承担万达物业旗下住宅社区的物业管理服务，而花样年
	国际物业则负责万达写字楼的物业管理。花样年国际物业是美易家的附属公司，专注于城
	市综合体、写字楼、度假物业为主的商务物业管理，与主打住宅类物业管理的彩生活错位
	生长。9、万科睿服务 3.0
	2.0——建立人与物的联接能力」，故事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简单了，9 月 25 日，万
	科物业发布了「睿服务3.0——连接人、财、物」。“睿服务3.0”最大的亮点是对物业
	服务费之外的“公共广告收入、场地租赁收入等”向业主公开，业主可以通过“住这儿
	App”扫描电梯广告旁的二维码，即可以了解小区内的物业服务之外的公共收入有哪些。
	对于社区O2O，“睿服务3.0”，还特别推出了“友邻计划”，该计划将利用“住这儿
	App”将小区内的公共资源收入全部用于设施设备常用常新及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真正做
	到“属于业主的钱，服务于业主”。
	10、深圳成立中小物业发展联盟
	　　10月  深圳市民中心多功能厅，首届中国(深圳)中小物业企业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现场，来自于中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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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欠缴物业费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业主对物业“包干”理念的根深蒂固，导致
	许多人把物业不该管的事归责到物业一方，使其背黑锅，如邻里纠纷、房屋质量问题、
	小区犬吠等。而一些业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让自己“吃亏”，用不缴费来抵
	制物业。只是，不缴物业费，到底是谁吃亏呢?
	　　先来看看以下这个案例：
	　　刘先生反映自己所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于2015年年底贴出公告，表示要撤出小区。
	在物业撤出的这段时间，小区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传达室甚至被不知名的外来人员占用。　　“现在小区里就是
	没有了保安人员的执勤、站岗，陌生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出，楼道里到处都是小广告。”
	刘先生无奈坦言。除此之外，对于路灯不亮、道路损坏等，小区业主已不知该找谁报修，
	导致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不少居民怨声载道，直指没有物业管理，小区面貌与之前相差
	太大。　　那物业公司退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小区共4幢楼104户业主，小区建成后，物业
	公司对其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因业主没有树立有偿享受服务的意识，近几年物业费收缴
	率维持在30%左右，致使物业公司连年亏损，最终在2016年1月撤场。　　不交费损害了谁的利益?快来
	　　深层追溯，不交费业主损失更多。一是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物业服务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人工成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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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6日，长盛·上东区2栋公寓楼2406号房业主刘阿姨将一面题有“金牌
	卫士，贴心管家”的锦旗送到了客户服务中心，感谢物业人员细致入微，尽心尽责的服务。
	业主刘阿姨表示：“我是真
	诚地向你们表示感谢的。你们物
	业管理工作人员工作认真负责，
	做事细致入微，每次回来都会看
	到你们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让我
	一进小区就能感受到如家般的温
	暖。感谢物业的规范管理和良好
	服务”。据了解，此前，业主刘
	阿姨接房后不久就发现房屋存在
	很多质量问题，在整改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只要第一时间内向
	物业服务中心人员反馈，就能得到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和及时地解决。最让业主刘阿姨
	感动的是，在房子开始整改之后，服务中心都会安排人员到现场对整改进行监督，并反应其
	整改进度。期间，更让业主刘阿姨意想不到的是，她还多次接到客服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
	客服在巡楼过程中发现刘阿姨家的整改人员在整改过程中未按要求将地漏包裹，想到建筑垃
	圾进入可能会导致地漏堵塞，客服人员就主动找来材料将地漏堵住，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告知
	她，这让业主刘阿姨感受到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优质的服务意识。　　长盛·上东区一直致
	针，创造和谐社区生活理念，注重生活每一细节，从安全护卫到环境管理，务必做到至善至
	美。同时推行精细化和人性化管理，以最诚挚入微的服务赢得业主的信用和赞许，加强对物
	业工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以创建“安全、整洁、舒适、温馨”的人文式服务
	为目标，用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推行物业服务，力争做和谐人文的物业服务，坚持与人为善
	的价值观、亲情服务的理念，赢得业户对历思联行的信赖。
	    都市白领们几乎都是资深“低头族”、“电脑控”、“人鱼式”（也就是手撑着脸趴在床上）、“佛祖
	第一则：正确使用电脑的姿势
	第二则：平和的心情也能保护颈肩　　颈椎疼痛还与情绪有关，人情绪激动时、愤怒时、紧张时都会不自觉地耸
	第三则：适当锻炼很重要　　对于肩颈部的定期定量锻炼很重要，每周2-3次颈部放松以及肌肉力量训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