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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绕庆祝建党百年，开展系列活动深化行业党建

l 大力弘扬本市物业行业改革发展成果和“辛苦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

上海物业行业精神

l 积极组织全体会员单位党组织广泛开展“全心为业主，红心永向党”为

主题的七个一系列活动

l 推动行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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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便民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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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选表彰了一批行业先进典型

l 第二批行业党建品牌

v 上海中心大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

v 上海中建东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

v 上海古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v 上海申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v 上海生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

v 上海百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v 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党总支

v 上海明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v 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v 上海德一置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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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五届最美物业人
v 10名最美物业人标兵         50个最美物业服务团队      100名最美物业人

10
名
最
美
物
业
人
标
兵

刘   翀 上海徐房绿化有限公司
刘燕飞 华侨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吴   刚 上海锦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旭辉 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洪久 上海悦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赵志华 上海源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桂文俊 962121 物业服务呼叫中心
陶群珠 上海磊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梁   杰 上海新长宁集团仙霞物业有限公司
蒋伟英 上海铭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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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举办行业党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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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举行行业展览和主题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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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举办全行业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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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展全行业征文故事活动
“红色记忆，海派传承——可阅读的建筑，有温度的物业人”故事征文活动

一等奖（共3篇）

1、《我在洋山这些年》         作者：上实服务  江加强

2、《我是光荣“红”孩儿》  作者：上海德律风置业有限公司  李文灏

3、《红色记忆，爱与温暖》  作者：上海卫事康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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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举办新一轮全行业技能大赛
18个区工委和在管项目超过60个的大型企业，开展竞赛近百场，参与人数数万人。
2000余名选手参加各区初赛，309名参赛选手脱颖而出参加全市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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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700余名党组织书记举办了“第八期物业企业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首次举办了本市物业企业300多名党务干部培训班
  线上、线下党课和专题报告会，累计8000多人次参与收听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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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续推进改革创新，着力解决行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

l 探索形成的价格监测、价格评估和价格协商“三位一体”质价相符

的市场化物业服务收费机制

l 积极配合市房管局、市市容绿化局等有关部门，研究推出相关政策

文件，针对性解决行业当前面对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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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完善物业服务价格评估工作

开展了三期《住宅物业服务价格评估规范》水平能力培训考核，共计280名学员

参与培训及综合评定，其中126人通过考核，通过率为45%

现有21家第三方评估机构、80名持证人员开展价格评估工作。接受了各类评估项

目277个，其中189个小区已完成了调价或正在商议中，占比70%

在已完成的评估项目中，约有28%左右的住宅小区调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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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广物业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工作

238人通过了培训考核，获得履约质量评

价人员资格

目前，全市已有97个项目申报了履约质

量评价，完成评价88个，其中符合63个、

基本符合24个、不符合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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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完成物业服务企业六维度综合评价研究

完成物业管理承接查验课题研究

做好物业企业受托管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合同示范文本的拟

定和加装电梯管理费用测算统计工作

完成住宅小区基础应急预案示范文本（初稿）的编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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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专家委员会复核调整和课题研究工作

将履约质量评价人员、物业服务价格评估人员中符合专家条件的人员统一纳入协会专

家库进行管理

取消已退休离岗或未参与协会任何工作专家的聘任

依托行业专家，协会2021年共开设研究课题13个，目前已有12个课题按时和提前

完成，1个课题已基本完成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三、不断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综合服务能力

l 召开了2021年度行业人力资源与培训专项工作会议

l 发布《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关于行业人才发展三年计划（2021—

2023年）》和《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管理办法（试行）》

l 统筹规划了今后三年的行业人才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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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抓好行业人才培训

物业经理（高级）试点培训班共计招生1540人，鉴定通过人数821人

物业管理员三级（物业经理中级双证班）共527人参与认定，428人通过

物业设备操作专项能力班（物业经理初级双证班）共培训鉴定1833人

物业服务项目经理训练营（物业经理初级双证班）培训1198人

行业人才数据库中物业经理系列持证人员已达20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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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发展高技能人才基地

成立专门团队引导帮助物业企业申报专项补贴，目前已签约企业60家，涉及人数

15000余人次，预计补贴总金额900余万元，至11月末已有14家企业收到政

府补贴金额283万余元

协助东湖物业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协助上实物业和锐翔上房物业分别申报

了首席技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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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巩固扩大企业网院建设

更新电子课程200余门，平台550余门专业课件已陆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全年物学网开设各类公益性学习活动4场，累计6332人次参与

举办行业专项精修课6场次，累计48430人次参与

举办各类线上公益讲座7场次，累计培训169747人次

服务本市、外地企业内训和技能竞赛70余场次，人员3200余人次

全年新签正式物学网企业用户14家，续签5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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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办国际物业博览会和高峰论坛

共有153家参展商参

展，较19年增加了10%。

吸引了外省市近40个

协会以及1.2万名行

业内外人士到场参观

四、聚焦年度重点工作，助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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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星级企业测评编制行业发展报告

664家企业进行了星级企业的测评申报，经审核有

633家企业符合测评标准，较2020年增加了近20%

5星级62家、 4星级74家、 3星级130家、 2星级

172家、1星级19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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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本年度行业诚信承诺活动

4、修订市优项目申报条件、评审标准和星级测评指标

 2021年度诚信承诺共申报906家，经过各区工委初审、专家现场检查，共评选出

AAA级185家，AA级179家，A级129家，诚信承诺341家。现已公示中。有效期

内诚信承诺共有1266家，占比70%。

 分三次组织专家委员会各专业组长、研究中心课题组组长和市优检查分组组长进行

研讨，共修订申报条件和评审要求条款11条，进一步完善市优秀示范项目申报评审的

公正性、适时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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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内容包括：

l 市优项目分为居住、非居住（学校医院、资产管理、其他非居住）

l 申报数量控制，按总数和区分配名额

l 新项目与复审项目统一申报、评审

l 对申报条件进行了部分调整，例如：

    收缴率由原来的“95%（含）以上”改为“90%以上（含）”（疫情原因）

    管理面积——住宅5万平米以上，非居4万平米以上（单栋3万平米以上）

                         资产管理、历保建筑1万平米（含）以上

（1）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市优项目评选申报条件及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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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规划红线内的同一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多个项目按一个项目计算；

l 规划红线内未实施统一物业管理服务的，只接受一家总承包服务企业申报；

l 医院学校项目、资产管理项目按医院学校、资产管理考核标准，不设入围得分线按额定数

总量控制；

l 医院、学校项目，符合申报面积的，按教育卫生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评审条件进行申报；

l 资产管理类项目，按资产管理业委员会制定的评审条件进行申报，其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内

应有委托商业运营或参与运营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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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星级测评的标准进行了调整

l 对企业人员情况指标进行了精简和完善，例如：

     将原“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调整为“定期组织在职人员参

加物学网等线上教育行业培训”；

   “经行业相关部门培训并发证人员数”调整为“项目经理持证占项目总数比例”

l 调整了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等财务状况指标，例如：

     “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均上浮， “营业总收入”满分底线从 5000万元调整到

1亿元， “利润总额”满分底线从400万元调整为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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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明确了可纳入统计的对应荣誉及荣誉有效期，部分对应指标信息需上传证明材料，例如：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需上传证书

     梳理荣誉条款，原“文明小区”等不再作为优秀班组荣誉

     采纳各项荣誉的有效期为近2年的，如市优采纳的是2020年结果，

     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能手采用的是2020、2021年结果

l对发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将在下半年核实确认后再给予星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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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积极开展扶贫公益活动

6、做好行业专业咨询服务

为西藏日喀则拉孜县荣白村586名群众建设图书阅览、娱乐、会议、学习等场所筹集捐赠资金20万元

召开物业行业上海住宅小区适老化改造座谈会，探索建立“适老化联盟”

共接受业委会自行组织招标的来电、来访咨询工作近百起

承接部分区房管部门、会员单位委托的专业咨询服务20余起，为委托单位提供专业指导或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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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夯实自身基础建设，不断提升秘书处服务管理水平

1、在调整充实组织架构方面

2、在内部管理建设方面

增设行业教育卫生专业委员会、社区咨询服务专业委员会和临港新片区工作委员会，筹备标准
化和可持续发展两个专业委员会

完成“三考核一评估”管理办法中的考核内容

定期召开会长、秘书长、工（专）委等各层面工作例会

召开行业改革发展三十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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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对外沟通联络方面

4、在会员服务方面

5、在财务管理方面

牵头组织召开了长三角物业管理服务联盟会议和京、津、惠、渝、沪五省市友好协会会议

先后邀请或前往全国部分省市协会走访交流，共同探讨加强区域联动合作途径，共同谋划行业未
来发展方向

本年度协会共发展会员180家，退会47家，现有会员单位1791家，本年度会费收缴率为97%

 2021年全年收入1247.17万元，支出1201.63万元，本年结余45.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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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重点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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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深化
行业党建工作

1、动员本市物业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学习

2、要加强对物业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

3、要继续培塑行业优秀典型

4、党建带动群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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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热点难点问题，聚力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继续聚力破题住宅小区“三难”问题

2、积极探索物业服务向生活服务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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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规范行业市场环境，推动行业改革创新转型

1、要完善市场化物业服务价格机制

2、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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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加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助力行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1、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立功竞赛活动

2、抓好各类行业培训工作

3、继续办好行业职业技能比赛等活动

4、推动企业劳模工作室、技师工作室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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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完善协会组织架构，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
升服务管理新动能

1、进一步理顺协会的分支机构

2、加强对会员单位的工作指导

3、加强同外省市的联络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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