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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业主真正当家做主，我
们把管理变为服务。”业主一有问题
就会直接到办公室反映，只要是合理
的建议和要求，业委会能满足的都会
满足。例如业主反映保安工作不到
位，他会立即告诫保安，进行教育。以
前许多业主想在小区顶楼搭架子晒
被子，经过考察后，业委会征得业主
们同意，专门在楼顶搭建了晾晒架，
给居民提供便利。“换个灯泡，水龙头
坏了，甚至是马桶堵了，打个电话给
办公室，我们的员工跑得飞快。”

7年来，业委会将所有的收入用
于小区打造，整改门禁系统、平整地
面、修建活动室、贴美化墙、安装无死
角的监控系统，小区环境的改变业主
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仅邻里关系
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以前物管公司
管理时经常出现的偷盗现象也不复
存在。“我们在小区安装了55个监控
摄像，保安也时刻巡逻，从来没有发
生过盗窃事件。”吴子顺说，治安问题
有了根本的解决，大家更愿意走出家
门参与小区建设，整个小区自治管理
进入了良性循环。

4月19日，由中国残联、中国残奥委
员会主办的2017年“澳森杯”全国残疾
人乒乓球锦标赛在河北省辛集市落下
帷幕，德阳市什邡籍运动健将王睿通过
激烈角逐，夺得女子TT7级单打冠军。

2008年汶川地震，王睿被埋于废墟
之中，获救后右腿高位截肢。一次偶然
的机会练上了乒乓球，进了省队和国家
队，先后斩获全国残运会、亚锦赛、仁川
亚运会冠军。

地震让她失去了一条腿

24岁的王睿，是残疾人乒乓球国家
队的一名运动员。若不是2008年“5·12大
地震”，她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光景。

地震那年，不到15岁的王睿和班上
40多名同学正在湔氐镇一所中学备战
中考。“地震了，快躲到桌子下！”那一
刻，王睿的课桌椅位于教室中间，就在
王睿刚钻进桌子下面时房子就塌了。

获救后，她的右腿因被压时间过
长，不得不高位截肢。当时的她特别自
卑，不敢出门，交了学费也坚决不去上
学，当父亲送她去上高中时，王睿选择
了退学，“我想逃离学校，找个地方躲一
下”。

乒乓球帮她找回自信

在成都治疗期间，陕西残疾人兵乓
球教练郭西京等人到医院探望，让王睿
对生活重拾信心。王睿说，“他们给我讲
残疾人的体育运动，我才知道，我还可

以参加体育运动。”
2008年底，王睿在成都做假肢康

复训练，省残疾人乒乓球队周再行教
练前来看望慰问。周教练看出王睿是
棵好苗子，动员她练乒乓球，王睿爽
快地答应了。王睿说，“当时很介意
别人的眼光，为了逃避，干脆练乒乓
球了。”

初始打球的新鲜感，很快被艰苦
的训练冲淡。

王睿16岁接受正规训练，比队友起
步晚，她深知自己基本功不扎实，就加

大训练量，每天训练不少于8个小时。腿
脚不便，即使来球角度刁钻，王睿还是
会冲过去抢球，稍有不慎，就重重地摔
在地上。“打球的时候，我常常忘记自己
身有残疾，抢球是种本能，何况不试怎
么知道够不着？”

截肢之后，王睿得了“幻肢痛”，高
强度的训练让这种疼痛加剧，“感觉好
多针在扎右脚”，痛得难以入睡。“可是
我又没有右脚，你说疼得冤枉不？”她自
嘲道。有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到凌
晨5点才勉强入睡，第二天仍雷打不动

按时到场训练。穿着假肢运动，残肢受
伤磨出血泡都是常有的事，消毒药水她
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退役之后，想考大学

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王睿说，
2010年参加省运动会，那是她第一次参
加正式比赛，收获了人生第一枚奖牌
（铜牌），当时高兴惨了，“这就是比赛的
动力，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后，王睿相继在世锦赛、亚运会、
亚锦赛上斩获金牌，还获得了里约残奥
会女子站姿单打前五。

4月19日，2017年“澳森杯”全国残疾
人乒乓球锦标赛在河北省辛集市落下
帷幕，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211名运动
员被分成肢体残疾组、智力残疾组、视
力残疾组3个组别。王睿通过激烈角逐，
夺得女子TT7级单打冠军。

王睿透露，她最喜欢的乒乓球运
动员是马龙和丁宁，渴望像他们一样
拿奥运金牌。“以前我连成都都没去
过，也受不了别人的眼神，现在自信多
了，同学聚会也愿意参加。”对乒乓球，
她满怀感恩。

赛场上果敢沉稳的王睿，其实还是
个典型的90后女孩。喜欢看小说、看动
漫、追美剧。逛街前喜欢给自己化一个
美美的淡妆。谈及未来，王睿说：“看身
体承受能力和竞技水平吧，能打多久算
多久。退役之后，我还想回学校，考个大
学。”张炜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图片
由王睿提供

对于金堂县乃至成都市民，铁人三项带来的变化不是
一天就能显现出来，正如港中旅之于金堂。而港中旅接力承
办铁人三项世界杯，使铁人三项不仅仅是运动，更是一种生
活方式——为了完成一场铁三比赛而坚持训练、学会调控
学习、工作、生活的关系，这才是铁三带给所有参与者的改
变。正如全球铁三的那句标语——铁人三项最精彩的不是
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追逐梦想的过程。

爱上金堂，爱上铁人三项，爱上港中旅铁三生活方式，习
得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2017成都金堂·港中旅铁
人三项世界杯将于5月6日~7日在金堂铁人三项赛场开赛，
成都商报记者打探一线资讯，开启港中旅铁三生活方式。

“铁三”让天府水城金堂更有魅力

距离成都仅 20 分钟车程的天府水城——金堂县今年
已是连续第四年举办铁三世界杯赛。这个先后被评为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书法之乡、中国龙舟
之乡的城市，继 2017 年 3 月 20 日登陆纽约时代广场后，又
将再一次站在世界面前。几年前，铁人三项对于金堂、成都
市民来说，陌生又遥远，如今铁人三项已与成都麻将、盖碗
茶相提并论，而且更时尚、更健康。

去年铁三赛事冠名商——港中旅集团今年又有大动作，
不仅承办今年的铁人三项世界杯，还将在金堂全方位打造港
中旅铁三生活方式。据介绍，港中旅集团与金堂县深度合作
目前已全面展开，正在建设海泉湾旅游度假区，项目总投资
60亿元。将融合生态休闲、体育健身、欢乐体验等理念，建设
包括温泉养生、精品酒店、水上运动休闲、风情商业街、房车
营地、生态农庄和高尚住宅等元素在内的高端休闲度假和居
住示范区。港中旅不仅是中国旅居地产的缔造者，更秉承中
国旅游集团的百年央企家国情怀，希望将运动及健康的生活
方式，带给更多的家庭。

港中旅让金堂铁三全面调整升级

“承办铁人三项世界杯，是基于体育产业正在成为新
的经济热点，今后人们攀比的不再是有钱，而是健康活动。
这种理念，与港中旅想要打造的生活方式高度切合，从而
使我们此次承办铁人三项世界杯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港中旅有关负责人强调。2017 成都金堂·港中旅铁人三项
世界杯，港中旅在“基于铁三、超越铁三”的全新理念指导
下，对赛事服务、配套进行完善强化，升级赛事综合运营能
力，全力为全球选手、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体育盛宴。同
时，今年的“铁三”世界杯赛，在赛程赛制有了全新调整升
级，不仅为了使铁三成为奥运会项目，也是为了更好地普
及铁三运动。

据介绍，此次赛事是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改制
后的首场比赛，将全程比赛改为半程和超短距离赛，即专
业组赛程为游泳 750 米、自行车 20 千米、跑步 5 千米。由于
距离短，运动员将以更快的速度抵达终点，对运动员耐力
和爆发力考验更强，观赏性更强。奖金也有所提高。另外，
将对场地服务配套措施进行强化，对参赛者提供按摩服
务、冷餐补给、家属照顾等升级版体验。

铁人三项是一项崇尚自然、充满激情的运动，金堂也是
一座充满活力、生态宜居的城市，二者有着天然的契合点。港
中旅希望通过持续举办铁人三项世界杯赛，将体育运动与旅
游度假进行有效的产业融合与产业延伸，将这种生活方式辐
射成都、四川乃至全国。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2017成都金堂·港中旅铁人三项世界杯系列报道之一

2017成都金堂·港中旅
铁人三项世界杯即将拉开序幕
开启天府水城港中旅铁三生活方式，爱上金堂爱上
铁三运动

业主自主管理 7年结余20万
“居民自治”是否成为小区管理新出路还需探索

“本 月 收 入 物 管 费
24207.5元、收停车费5060
元 ，本 月 支 出 员 工 工 资
27083元，保洁服务费5600
元……”这是4月21日下午，
锦江岸小区业主看到的小区
“物业”每月支出和收入账单。
7年来，看账单已成为小区业
主们的一种习惯。

锦江岸小区位于金牛区
星辉东路23号，2009年物业
公司提出涨物业费失败后自
动撤离，小区业委会兼职当起
了“物业”。没想到业委会接管
后，1.2元的物业费不但没涨
价，至今账上结余20万，过年
还给业主发购物卡。

“钱是利用小区平台赚来
的，那就是大家的。”业委会主
任吴子顺说，业委会不以盈利
为目的，挣来的钱都用于服务
小区。

提及锦江岸小区居民自治取得的成
效，驷马桥街道办星辉东路社区主任刘亦
菲表示，该管理模式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
可，已经在社区内进行推广。“但推广不是
照搬，而是要根据每个小区的具体情况
来定。”有些小区有稳定的物业公司就不
需要这样，有些老旧院落可以进行尝试。

刘亦菲告诉记者，锦江岸小区之所以
成功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成员中有律师、会
计、退休干部等，能让小区管理更加专业；
其次，小区规模小，管理起来相对方便，如
果小区大了，是否能顺利开展很难说。

“业主自治管理从法律上是允许的，
但能不能有效推广有待进一步探索。”成
都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苟强表
示，业主自治难在哪里？首先，对业主自治
群体的专业能力和组织管理水平要求极
高。物业管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操作，除
了保安保洁以外，还有如电梯消防、排水
维护等专业设施设备维护，需要专业技能
的人员来养护，即使委托外面的专业机
构，也需要一个专业人士去管理，制定相
应计划。如果业主自主管理的组织有比较
规范的运行机制，那就可以，但目前大部
分小区并不具备条件。

其次，要考虑小区有无自主管理的基
础，比如户数少，相对就容易组织业主大
会，形成共同意见，如果是三四千户的小
区，实施起来就很困难。

最后，相对物业公司而言，业主组织
较为松散，承担管理维护的责任和相应风
险的能力不可控。比如火灾，是否有应急
预案，有无人员去处置保障；发生意外事
故，有无相应法人组织进行责任承担。

苟强表示，每种模式都要好处，应客
观看待。不过就长期管理来看，物业管理
是更规范化的模式，也是目前最普遍的管
理方式。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锦江岸小区是2006年修建的商品
房住宅小区，占地5434平方米，共有居
民184户，商铺23家。

吴子顺告诉记者，2007年交房后，
小区物业费定价为1.2元/平方米，初
期业主入住的不多，物业费很难收齐，

物管认为经营困难，提出涨价的要求，
遭到业主们极力反对。涨价失败后，物
管公司于2009年撤离小区。

物管走了，可小区不能无人管
理啊？在业主强烈的呼声下，由七名
热心业主组成的一个具有物管职能

的业委会成立了，小区居民自治管
理由此开始。

可谁也没想到，7年过去了，“业
委会成立到现在，我们物业费一分钱
都没涨过，过年还给我们发购物卡。”
业主曹女士自豪地说。

小区困境：物业撤离，业委会被迫自主管理

业委会何以做到如此成功？吴子顺
介绍，自主管理小区，首先要做好资金管
理。支出方面，人力成本是每月的重要支
出，为了控制成本，在保证小区正常维护
的情况下，业务会聘请了6名保安、2名保
洁，1名水电工，吴子顺和冯江萍兼职会
计和出纳，共11人的团队维持着小区日
常运营，没有其他闲置人员。一个月下
来，员工工资大约需要支出2.5万元，每个
月收取的物业费也在2.5万元左右，这样
物业费基本能解决人力成本。

除了人力成本，小区日常开销也不
少，比如电梯维保费、自来水管更换等，
因此业委会还得动脑筋“创收”。而广告
费和停车费则是小区主要收入来源。

收入方面，通过对小区资源的合理
利用，业委会又新规划出两间房屋和多
个地下停车位及库房，并引进商家在进
门处、电梯里放置广告牌，由此可产生
更多的租金收入。“小区虽然不大，但广
告费一年收入也有六七万”。同时将地
面停车位从原有的33个增加到55个，既
解决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又增加了
收入。“临停费用和地下车位管理费加
起来每月约1万元，一年也有十多万。”

这么多钱放在业委会手
里，业主们能放心吗？“我们
财政公开透明，每一笔支出
和收入都会公布出来，供业
主们监督。”吴子顺从抽屉里
拿出锦江岸小区3月份收支
表介绍说，以3月份为例，上
月 接 转 21277.42 元 ，本 月 收
入 ：物 管 费 24207.5 元 、水 电
费：30877元、停车费5060元，
临时停车费3400元，经典视线
广告费2000元，公交公司电费
375元；本月支出：员工工资
27083元，燃气费335元、保洁
服 务 费 5600 元 、商 业 用 水
265.8元、居民用水4090.5元、
电费24431元、上半年电梯维
保费13365元、电线、开关等
328元、监控电源66元、杂物
清理费100元、螺丝等25元；
本月结余201507元。

吴子顺说，账单一个月
公布一次，多年来的坚持，使
得业委会和业主之间建立了
信任。

如何控制成本？
不请一个闲置人员
积极想办法合理创收

如何让业主放心？
收支公开透明
买颗螺丝都要告示业主

什邡独腿女孩王睿
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上夺金

如何让业主交心？
合理要求尽量满足
把管理变为服务

能否广泛推广？

据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通报：4月23日7：45，H7N9
病例王某某在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经全力救治无
效死亡。

4月19日，患者转送到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救
治后，医院组织了华西医院、省医院、市一、二、三医院和市
公卫中心专家多次会诊，全力以赴进行抗病毒、抗感染、营
养支持、中医免疫调理及呼吸机支持等抢救，患者终因病情
过重，多器官衰竭、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抢救无效死亡。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多次指示要全面落实防
控措施，要求本着以人为本原则，尽全力救治病人。4月20日
下午，市政府召开H7N9防控工作会议，通报彭州疫情，分析
评估当前疫情风险，传达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针对性安
排部署了下一步防控工作。会议要求全市保持高度警惕，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强化薄弱环节，采取更加有力
的防控措施，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会后，市卫计委到彭州
市督导重点场所清洁消毒措施落实情况，深入病家看望患者
家属，对彭州市下一步的防控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彭州市加强流感样病例和不明原因病例监测，对可疑病
例采样送检；对密切接触者开展了每日医学观察，目前均未
出现异常；对病家、患者到过的市场以及患者就诊医疗机构
反复进行清洁消毒，累计消毒面积2万余㎡。彭州市全面禁止
活禽交易，关闭了全部活禽市场，进行全面清洁消毒；以农户
禽类养殖为重点，加强禽类养殖场所监测排查、清洁消毒和
养殖人员个人防护教育。

专家提醒市民，H7N9可防可控，目前尚无人与人之间
传染的报告，每个人都可以为H7N9防控贡献力量！只要大
家提高防护意识，自觉做好以下措施，就可有效预防感染
H7N9病毒。

1、自觉不去活禽市场点杀活禽，避免直接接触病死禽及
活禽，可选择正规超市或农贸市场购买冷鲜和冰鲜禽类产
品，购买时注意查看检疫证明，烹调时要做到生熟分开、煮熟
煮透；

2、从事禽类养殖、运输、销售、宰杀等行业人员在接触禽
类时，自觉做好个人防护和清洁消毒；

3、农村家禽家畜饲养一定要与居住生活环境相对隔离，
避免禽畜混养，避免外来禽与自家禽混养，发现病死禽时要
及时报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4、如出现发热、头痛、鼻塞、咳嗽等症状时，及时就医并
及时将有关禽类接触史告知医生。 成都商报记者

全市积极落实防控措施，
密切接触者未现异常

吴子顺给记者介绍在业委会的管理下，小区环境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