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曲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长歌——
从长安到罗马，从泉州到麦加，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

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
丝路精神。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传承丝绸之路精神，携手打造开放
合作平台，为各国合作发展提供新动力。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促
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不竭动力。

一次
试验

获全国优胜奖，多地推广

信托制物业如何盘活
成都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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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部门测算，成都市导
入了信托制物业服务的住宅小区，
物业矛盾纠纷直线下降，平均下降
八成以上，许多小区甚至直接清零。
而物业缴费率则直线上升，基本半
年内都上升到了90%以上。

目前，成都市已研究制定《住
宅小区（院落）信托制物业服务标
准》，下一步，党建引领社区信义治
理不仅会在更多的商品房小区、老
旧院落、农集区、安置小区进一步
推行，还将应用于更多的社区发展
治理实践。

“成都有大量的老旧小区和院
落走的是居民自治的道路，没有走
业主大会的道路，但它们形成了善
治，自下而上地成长，这为信托制在
成都的大量导入提供了便利。”陈剑
军在分析成都率先探索信托制物业
服务时指出，这也将有利于成都后
续的复制推广。

不过，从现实推动看来，信托
制物业也面临着一些推广的阻力。
业内人士指出，因为缺乏上级政策
支撑，行业管理部门推进工作的认
识还不一致，还没有完全与党委部
门形成合力；同时，有的业委会与
物业企业已经取得长期的合作“默
契”，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公开透明
利益分配。

好消息是，今年9月修订通过的
《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将于2022年
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对业主共有
部分收益单独入账、罢免不履责的
业委会、物业服务人退出机制等内
容做出明确规定。在法和理的共同
推动下，成都的小区信义治理将形
成合力。

信托制物业服务仅仅是信义治
理的一个起点。

日前，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
机构星星雨创始人田惠萍签下了国
内首单特殊需求信托，这位64岁的
母亲将36岁的自闭症儿子托付给了
信托体系。

“以后如果有可能，我们社区里
的弱势特需人群，也能用信托的方
式来服务和照护，帮助他们养老、托
幼、助残、帮困等等。”成都市委社治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让信托制应用
于更多的社区发展治理场景是成都
下一步探索的方向。比如，开展民生
服务的社区社会企业，作为受托人
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公共空间运营服
务、为社区居民提供餐食的社区食
堂、为青少年课余拓展的艺术、体
育、食堂、美育服务、为社区居民提
供家电维修服务、为居民健康提供
食疗推拿按摩等健康服务；比如社
区商业中预存款消费，引入信托机
构进行资金管理，以防商家卷款失
踪引发群体事件。

“只有建立起让管理者履行忠
诚勤勉的信义义务的制度，才能在
社区、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普遍的
信义关系和信任关系，从而最大限
度降低社会生活的交易成本，降低
政府的管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真
正实现在社区建立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生活共同
体。”该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图据武侯e先锋

当许多企业家设立
家族信托来传承财富
时，一些小区的业主已
经寻找到信托制物业来
管理小区的“财富”。信
托，一种基于财产管理
和社会伦理的传统制
度，正在“回归”到社会
治理领域，应用于涉众
性社会资金管理。

日前，由北京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发起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城
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
奖”选拔颁奖大会中，
成都市武侯区“党建引
领信托制物业服务模
式”等10个项目从194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
得优胜奖。这是成都的
信托制物业再一次进
入全国视野。

2019年起，成都市
在武侯区启动信托制物
业首批试点，以关系之
变、权属之变、监督之变
改变业主与物业公司的
功能定位，以此探索一
条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基
层治理难题的成都实践
路径。

两年试点结束后，
信托制物业正在向全市
推开。目前，成都每个区
（县、市）发展3个以上小
区实行信托制物业服
务，年底时将新增100
个小区。与此同时，“党
建引领信托制物业服务
模式”已走出四川、辐射
全国，北京、浙江、河南、
海南等多地前来学习考
察并推广实施。

信托制物业究竟
如何破解住宅小区治
理难题？在物业服务之
外，信托制还有哪些应
用于社区营造的可能？
由信托制导向的信义
治理，将是成都为社区
发展治理贡献的一种
方案。

信托制物业
公开的不仅是数据，还有账户

建成于2001年的风华苑，是成都最
早引进物业服务的商品房小区之一。身
为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成员的岳婆婆记
得，从单位院落搬进商品房小区，原以
为终于能够享受到称心的物业服务，没
想到20年里小区接连换了六七家物业
公司。因为管钱和用钱的纠纷，业主们
曾多次闹到社区和街道办。

转机在2019年，武侯区将“信托
制”物业服务模式导入小区，风华苑是
7个试点小区之一。

记者探访风华苑时，原有的电动车
停车棚改造成了全新的党群服务站，儿
童设施、读书空间、休憩聚会的功能一
应俱全。服务站的入口处，公示着小区
上月的共有资金和物业维护基金收支
明细。财务公示公开就能解决资金透明
的问题吗？事实上，信托制物业公开的
不仅是数据，还有账户。具体说来，信托
制物业服务模式的小区业主将物业费
与公共收益设为信托财产，业主大会作
为委托人，物业企业作为受托人，全体
业主作为受益人，物业企业按照约定进
行管理，获得管理人酬金。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财产是“双密
码”账户，由业主大会开户，物业公司
代替业主大会对账户进行管理，专户
专用，小区的每一位业主都能通过公
开平台不限时不限地查询收入和支
出，做到所有物业费和公共收益“收得
明白、花得清楚”。这一模式也避免了

“酬金式”物业管理人在集结大笔资金
之后私自挪用支取，为自己获利。

“只要钱清清白白的
就没什么矛盾可闹”

要让物业企业心甘情愿地公开账
户，关键在于资金的隔离。以风华苑小
区为例，物业企业成都智乐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提取酬金的比例是15%，这相
当于是净利润，小区共有资金的85%则
完全用于小区的维护和物业成本。

“在包干制的物业模式下，物业公
司是绝对不可能将自己的利润拿出来
做小区建设的，”成都智乐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强说，传统物业要让
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压缩支出，这就必
然造成物业企业和业主的矛盾，信托
制物业设定企业收益的固定比例，让
业主成为最大受益者。

“他们的收益是固定的，就算不用
物业费也要作为结账转到第二年，作
为第二年的小区开支经费来使用。”风
华苑小区业委会主任曾俊说，信托制
让业主满意的同时，也使物业公司与
业主形成利益共同体。

走在小区，成都智乐物业社会服
务企业项目经理冯雪蓉感到踏实，业
主们总是亲切地跟她打招呼和聊天。
服务风华苑小区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她没有遇到业主因为钱的问题来“闹”
的情况。“我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也
待过很多小区，感觉纠纷还是因为钱
的问题、不信任的问题，只要钱清清白
白，就没什么矛盾可闹。”这也是刘强
的感受。“我们虽然比传统物业挣得
少，但挣得更踏实，更受居民认可，”刘
强说，对于企业后续的品牌化发展，信
托制是能帮助企业积攒好感度的。

通过加强党建引领
补齐物业服务短板

“物业行业本该是良心的行业，但
现在多数已经变成资本逐利的产业。”
成都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因
此，成都把信托制物业服务作为破解住
宅小区治理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加强党
建引领，补齐物业服务短板。之所以要
强调党建引领，是因为如果没有基层党
组织的参与和引导，信托制物业这种牵
动各方治理主体、保护业主利益的创新
机制很难落地实施。

“信托制物业的导入在签订协议
的时候就把社区两委作为物业管理
的监察人，我们享受的是和小区业主
同等的权利，那我们对小区物业进行
监督、对小区纠纷调解、对小区居民
诉求的解决上，摆的位置就更正了。”
在风华苑的案例中，其属地社区桐梓
林社区党委书记张家蓉表示，智乐物
业的公众号平台除了对小区业主开
放，也对监察人开放，社区两委干部
作为监察人能够进入平台查询小区
的收入、支出、服务项目、服务需求满
意度等事项，进一步推动了物业服务
的公开透明，也能及时察觉并解决
矛盾。

引入信托制物业有利于
营造普遍信任的公共生活

过去，住宅小区治理是业主和物业
企业角力的战场；现在，在党建引领下，
小区治理由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治，物
业企业、业委会、业主等利益相关各方
互动合作，形成基于信义的治理格局。

“信义治理从资金的筹集、使用，到
服务的提供、分配，这个流程是全过程全
透明的。”中国乐和基金会监事陈剑军是
国内信托制物业的资深研究者，三年来，
他完整地参与了成都信托制物业从酝酿
到发展、升级的全过程。陈剑军指出，长
期以来，业主对小区物业服务的认识还
停留在保安、保洁、绿化与设备设施维
护等“技术服务”上，忽视了小区物业服
务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和物业服务人应该
承担的忠实善管等信义义务。信托制物
业的目的就是要让小区物业服务回归公
共服务、社会服务的本原，建设一个“讲
信修睦”的社区共同体。“在不断的小冲
突小质疑中去澄清去建立信任，达到信
义治理。”陈剑军说，他注意到，引入信托
制物业后财务公示公开，个体业主也能
参与到社区管理事务中来，业委会自身
也讲信义讲透明，这将有利于营造普遍
信任的公共生活。

因为管钱和用钱的纠纷，业主们曾多次闹到社
区和街道办。

2019年，武侯区将“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导
入小区，风华苑是7个试点小区之一。

一个
缩影

风华苑的探索不是个例，某种程度上，它是
全国城乡社区治理的一个缩影。

住宅小区治理难题，已经是基层治理的一
个场域。

让信托制应用于
更多社区发展治理场景

未来会更好
信托制物业推广宣传

重大倡议
千年丝路焕发生机

两千多年前，先辈们怀着
友好交往的朴素愿望，开辟出
联通亚欧非的丝绸之路，架起
了东西方和平合作的桥梁。东
方的丝绸、茶叶、瓷器与西方的
宗教、天文、历法随着阵阵驼铃
与片片白帆转运流通，古丝绸
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
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
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
数”的繁华。

然而，由于种种干扰和平
的不确定因素，古丝绸之路沿
线许多“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
地方”，一度成为冲突动荡和危
机挑战的代名词。

一项重大倡议让延续千年
的丝路重焕生机——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
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
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是历史潮
流的延续，更是面向未来的正
确抉择，倡议一经提出即引发
了强烈的时代共鸣。2017年和
2019年，中国先后举办两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
与国家从首届的130多个到第
二届的150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越来越多……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内核
的互联互通方案正是“一带一
路”的精髓所在。

“‘通’可以整合资源、弥补
缺失，可以丰富物资、提升技
术，可以联络感情、化解矛盾，
可以利益共享、命运共担。”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
说，“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

“五通”使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
家的发展互通，是全方位、立体
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更是生机
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务实合作
共享机遇成就梦想

2021年12月3日，随着“澜
沧号”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
万象站和昆明站分别驶出，中
老铁路正式全线开通运营。老
挝姑娘希达·平蓬莎万离梦想
成真只有一步之遥。

今年22岁的希达有一个执
着的梦想——当一名火车司
机。中老铁路有限公司在修建
铁路之外开设了培训班，向约
600名老挝籍学员传授机车驾
驶、调度和维修等技能，希达就
是其中之一。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标杆项目之一，中老铁路
不仅给希达带来了实现梦想的
机会，更让老挝“变陆锁国为陆
联国”的梦想成为现实。

提升基础设施、创造就业
机会、注入发展动能、改善生态
环境……从亚洲到欧洲，从非
洲到拉美，共建“一带一路”让
无数梦想成真，给沿线国家带
来更多机遇。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
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当今世界
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

作平台——
迄今，中国已与140个国

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
份合作文件；雅万高铁、匈塞铁
路、蒙内铁路、瓜达尔港、汉班
托塔港等一大批项目扎实推
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
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国与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
累计超过9.2万亿美元，中国
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
计超过1300亿美元；中国倡议
设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
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资
金渠道……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
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
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
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
入增加0.7%至2.9%。

命运与共
携手并肩开创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互支
持，缔结起团结抗疫、共同发展
的命运纽带。

当海运受阻、飞机停飞之
时，中欧班列“逆流而上”，成为
全球抗疫合作重要的“生命
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
计运送防疫物资1232万件、9.6
万吨，畅通“生命运输线”，把口
罩、防护服等急需防疫物资送
往欧洲。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
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
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
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
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向不断迈进”，这是坚定而明
确的中国方案，而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无疑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
路”“和平丝绸之路”……2016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乌兹别
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的
演讲鼓舞人心。

“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
伙伴关系”“建设更紧密的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建设更紧密的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更紧
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为
各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指
明方向。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美国《洛杉矶时报》
评论，“一带一路”展现了一个
迥异于西方、眼界开阔的“新世
界观”。

“‘一带一路’已从中国倡议
变成了全球共识。”四川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戴永红说，当
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
化思潮抬头，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为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共同
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重要路径，响应了各方关切，
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互联互通 命运与共
——丝路精神述评

上接01版 而针对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利益协调困难这一

“堵点”，成都在全国首次提出
了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失能
人员等特殊群体的优抚条款。

如何让实事更能办进市民
群众的心坎？就拿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来说，成都市正在计划
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制定既有
住宅自主增设电梯技术管理规
定，通过完善制度配套措施，使
电梯建设安装更加安全快捷高
效。未来还将建立既有住宅自
主增设电梯企业“红黑榜”公示

制度，帮助群众选择优质信得
过的加梯企业。

此外，成都市接下来还将
持续完善城市绿色交通出行
体系，继续完善提升中心城区
自行车道系统，加快完善“轨
道+公交+慢行”绿色交通出
行体系，着力提升城市通勤效
率。将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均等化建设，加快推进文
化公园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地
下停车场、金沙演艺综合体等
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