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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转变，社会治理的重心也逐渐

从单位体制下的“工作场所”向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居住场所”转移[1]。城市社区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空间，在国家推

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中，正成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

要载体。

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物业公司进

驻城市新建社区，城市社区单一治理主体

的局面被打破，物业公司逐渐成为社会治

理体制中的基本组织之一。从调查来看，

在城市的商品房社区中，物业公司、居委

会、业主委员会等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多

元主体。由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历史较

短，社区治理的模式一直处于在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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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之社会转型的深入，社区逐渐成为

各种利益诉求的聚集点。物业公司、居委

会、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这一系列多元

主体的介入给并不成熟的城市社区治理

体制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治理困境与张

力。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居委会作为

承担行政职能的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作

为代表居民利益的自治新型组织，在社区

治理体制中，在满足居民利益需求、构筑

基层秩序方面是否能顺利合作、沟通，成

为社区治理中的问题之一，如何理顺三者

的关系、如何处理多元主体中的居民利益

诉求、如何统领社会治理的架构成为多元

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需要关注的重要内

容。

二、多元主体介入城市社区治理
的冲突与困境

（一）多元主体角色不明、社区治理
效率低下、居民利益被空置

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自

治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从职能、角

色、运作机制等来看，三者既有运作机制

的区别也有组织目标的重大差异，在目前

治理体制下，三者的冲突与张力成为社区

治理中需关注的重要问题。物业公司作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盈利是

其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目的。当前我国的

物业管理法规还不尽完善，作为经济组

织，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体制中很多方面

处于权力的优势地位。居委会在法律定位

上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

性自治组织，负责对社区的全面管理，权

力来源于群众的赋予和上级行政组织的认

同，在实际运作中，居委会很多事情是为

街道负责，承担了大量的行政职能。以业

主委员会为代表的其他组织是社区治理

的主体之一，业主委员会属于新型自治组

织，很多业主委员会的产生, 一方面来源

于业主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也来自政府

的号召, 但是从目前来看，业主委员会力量

弱小，即使存在业主委员会也形同虚设[2]。

在当前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居民委

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分别从

社区治理、自治治理和专业治理的角度在

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从事社区治理以及为居

民提供相应服务，但是由于这三种不同的

治理主体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

治理原则与路径，在社区中并未有构建和

谐的治理格局，一些矛盾和冲突也导致了

社区治理效能的低下[3]。在社区治理体制

中，物业公司进驻社区对辖区内的硬件进

行管理、对居民进行服务本应通过与居委

会的合作使社区治理更加完善，但是由于

体制不顺、规则不明等原因，社区治理的

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

权力地位不对等，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

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体制也没有满足居民

的利益诉求。在治理实践中，居委会作为

群众组织，负责对社区事务的全面管理，

作为自治组织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居委

会很多方面变成了政府行政的末梢，繁重

的行政事务使得居委会无暇顾及居民社区

服务等工作。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权

力来源本应是群众的赋予，但是在实际中

却来自于上级政府的界定。并且居委会没

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资金主要来自于上级

的拨款，这也造成了居民会角色的混乱[4]。

一些调查发现由于居委会远离社区居民服

务，居民对居委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不

强。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主要是根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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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契约为业主提供相应服务，主要负责对

小区的硬件设施进行维护、车辆进出进行

管理、治安进行防护、小区环境进行保洁

等等。作为经济实体，盈利是物业公司存

在的核心目标，也是其在社区行动的一切

动力。由于物业公司每月都要向居民收取

一定的物业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对

物业公司的管理状况密切关注，在收费与

提供服务方面，物业与业主的利益冲突较

多。从目前来看，代表业主权益的业主委

员会力量弱小，在社区治理中名不副实，

行政化的居委会终日疲于迎接上级行政部

门的各种检查，不受监督与制约的物业公

司则只顾“闷声发大财”。在如此的社区

治理状态下，原本基于“权力相互制衡”

而设计的社区治理三主体模式几近名存实

亡。社区治理三主体的角色错位和三主体

边界的模糊化使得社区治理的有序化陷入

困境[5]。

（二）物业公司经济强势，缺乏监管

物业公司虽然在我国出现的比较晚，

但是从物业公司的发展来源看，不少是由

政府机关或一些国有企业直属的房屋管

理部门改制而来，有的是源于房地产开发

商的附属机构，这不仅使物业公司势力强

大，而且物业公司参与社区治理掺杂着一

些行政部门或开发商的利益。在物业管理

运作机制中也并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

行运作。物业公司的来源背景使得物业公

司在多元主体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物业管

理或服务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物业

公司的服务行为也并未按照等价交换的

原则进行服务，也更没有从业主的利益出

发，在很多情况下是从行政部门、房地产

开发商及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在多元主体

中，物业公司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

目前很多物业公司存在侵犯业主利益的

现象。从调查来看，很多商品房社区的业

主都普遍反映物业公司存在高收费、低服

务，业主普遍对物业公司不满意，但是由

于物业公司的强势地位，业主感觉势单力

薄，对物业公司的强势行为很无奈。由于

业主委员会的力量弱小而居委会主要忙于

行政事务，导致物业公司的行为缺乏有效

监管。作为有偿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物业

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

系。但在当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物业公

司却处于霸权地位，业主没有讨价还价的

能力。在实际操作中，作为服务提供方的

物业公司因权力的非对称性而有机会且有

能力凌驾于业主之上，致侵犯业主合法权

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业主与物业公司之

间经常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6]。

近年来由于家庭购置汽车数量的增

加，车位成为很多社区治理中的核心问题

之一，物业公司为多收费肆意改建公共用

地成停车位、车位费乱涨价等成为业主与

物业公司矛盾的关键所在。很多情况下，

业主四处投诉却无法阻止物业公司的侵权

行为，这最终导致业主对目前的社区治理

体制不满意，也成为影响社区和谐与稳定

的首要因素之一。从调查来看，社区居委

会对住宅小区的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

矛盾的调节力度不够，也缺乏对物业公司

的监管方式，大部分社区都是等业主和物

业公司矛盾愈演愈烈后才进行调节，居委

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也缺乏对物业公司

与业主矛盾调节的强有力的权力来源，很

多物业公司并不听从居委会的意见。在居

委会的不断行政化及业主委员会力量弱小

的情况下，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中凌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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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业主利益与居民利益之上的组织。

（三）社区治理缺乏明确的法治法规

推进依法治理是新时期的社会需求，

但是从目前来看，在社区治理方面我国的

法治化进程还有待推进。从法律条文来看

仅有与此相关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

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9

年)和《物业管理条例》。《城市街道办

事处组织条例》只是大致规定了街道办事

处指导居委会工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

他涉及社区治理的规定。《城市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主要规定了居委会的任务，而

在有关社区的性质、社区与外部社会的关

系、社区的功能，以及不同治理主体之间

的职责分工等方面均缺乏具体详细的法律

规范。并且在政府角色方面，并没有相应

的法律规范对政府如何介入社区治理进行

详细的规制。只是在《居委会组织法》中

规定政府对居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

和帮助，关于如何帮助、指导没有有明确

的说法。对政府和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角

色和职能的界定均是抽象和模糊的，只是

大致界定居委会协助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

关开展工作[7]。在我国城市社会，物业公

司是随着住房商品化而出现的新生事物，

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有关物业公司

的服务、收费、实际运作模式、监管等处

于探索中。由于很多物业公司在来源上存

在和行政部门或房地产开发上的千丝万缕

的联系，目前的《物业管理条例》也缺乏

对物业公司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有效条款，

对于业主维权没有详细且明确的法律条

文。在社区治理中，缺乏对社区业主委员

会等自治组织的有效支持，无论在政策还

是在资金来源上，政府没有制定对社区自

治组织的支持措施如社会捐助政策等，从

而导致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力量弱小、

缺乏资金来源，最终背离了组织的宗旨。

最后是政府的监管缺位。对于物业公司、

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在社区的治理实

践，缺乏相应的监管法规、政策、制度。

导致在实际运行中，居委会忙于行政事

务，物业公司凌驾于业主利益至上，业主

委员会不能真实表达民意。

三、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新秩序

（一）健全社区治理的法制、法规、
依法治理

当前时期，推进依法治理是新时代急

切的社会诉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

础，为了满足社区治理秩序整合的需要和

居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须推进社区治

理的法治化进程，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

法规，并进行依法治理。具体而言，首先

要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政府在社区治理中

的责任、角色，以及如何对居委会、业主

委员会、物业公司的治理行为进行有效监

管。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要对其在

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与行为进行重新法律

定位，要还居委会作为社区居民利益的代

言人、社区服务的提供者与政府管理者助

手的真正角色。其次，对物业管理条例要

重新进行修订，进一步细化物业公司在社

区收费、服务等内容，增加业主对物业公

司服务监督的权利，对于近年来物业公司

与业主矛盾的核心点要重新进行法律界

定。同时增加居委会、业主等对物业管理

监督、制衡的权利。对于业主委员会等自

治组织，为满足居民的权益需求，政府应

该大力支持，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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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方面给予明确的支持。在社区治理

方面，要给予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正确渠

道，通过法治化的社区参与，提高社区治

理的效果和水平。

（二）明确多元主体的权责与角色、
促进多元主体的沟通与合作

为有效推进多元治理主体下社区治理

的有效性，必须对多元主体的权责关系进

行进一步明确，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制衡机

制，在具体事务上展开合作、交流。具体

而言，要重新确认居委会的角色，作为政

府治理基层社区的助手，居委会应代表政

府权威扮演好监督物业公司与业主的服务

关系，减少物业公司和业主的矛盾冲突。

同时居委会应从居民利益出发，做好公

共服务，适当减少所承担的行政事务。在

具体的治理中，居委会、物业公司以及业

主委员会等要充分合作、交流，在社区治

理目标上达成一致，在服务中展开有效衔

接。

面对物业公司的霸权地位应适当控

制物业公司的权力，尤其是物业公司的收

支要接受业主的监督、物业公司的收费项

目要经过业主委员会的讨论、决议。对于

社区内物业公司的选取要给予业主选择

权，物业公司的保洁、治安、硬件维护等

服务项目，每年制定一定的考核与监督机

制，如果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业主有权

停止缴纳一定的物业费。为有效提高物业

公司的服务意识，要提高业主委员会的地

位，改变其形同虚设的局面，扩大业主委

员会的权限，要明确业主与物业公司是一

种地位平等的买卖关系。基于此，业主委

员会应该实质化、法人化，以彻底改变物

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状态；适

当限制物业公司的收取费用的使用权限，

以此来约束物业公司的行为；业主委员会

应该按与物业公司对等的地位进行组织建

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管

理经费和工作人员的薪酬从物业管理费中

按比例提取；物业公司的重大经费支出需

由业主大会表决；业主委员会的权力和权

威应该得到政府强力部门的支持[8]。理顺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平等的委托—代理

关系，让业主有能力有机会维护自身的权

益。

（三）培育社区意识、提高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能力

居民的有效参与是良好的社区治理秩

序的基础，也是形成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

的核心。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在基层社

区形成良好的秩序，促进社区的发展、满

足居民的权益需求。在目前城市社区中，

普遍存在社区参与不足的局面，很多居民

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的事情与自身无关，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治理效果。

通过居民广泛的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有效

推进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并能使静态的治

理演变成动态的过程。应加强居民的社区

参与意识，发挥居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发挥居民对社区的主人翁精神。通过社

区参与提高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有效性，

并可以对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

的社区行为进行监督，通过动态的意见反

馈，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社区治理与服务

的效果，提高社会治理的居民满意度，化

解基层矛盾。同时居民在社区参与中也可

以培养对社区的情感，在归属中找到积极

投身社区建设的动力。从而使城市社区成

为人类生活与精神归属统一的安定有序的



对 策SOLUTIONS

�37《城市观察》2015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No. 3, 2015

生活共同体。

四、结论与思考

社区治理是有效整合基层秩序推进

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在转型期，城市社

区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空间，在国家

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

程中，正成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

重要载体。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改革，物业

公司逐渐进驻城市社区成为社区治理的

主体之一，在此局面下，居委会、物业公

司以及业主委员会所代表的自治组织都成

为了社区治理的主体，面对社区主体多元

化的格局，社区治理体制呈现出多元张力

的局面。多元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

冲突，多元主体角色不明，导致了社区治

理效率低下、居民利益被空置。物业公司

经济强势，缺乏监管，社区治理缺乏明确

的法治法规，在一些程度上造成了社区治

理的无序化。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新秩序应

健全社区治理的法制、法规、依法治理，

明确多元主体的权责与角色，培育社区意

识、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从而

使社区既满足基层秩序整合的需求，又成

为人类生活与情感归属的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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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Multi-subject i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Zhang Hongxia

Abstract: Urban community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for social governance. As real-estate 

becomes commercialized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enters the community, the pattern 

of multi-subject i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refore formed. In actual practice, such a 

pattern leads to low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 interest of residents being ignored, lacking su-

pervision on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and legislation deficiency. To restore new order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relevant legal system, define responsibilities, 

nurture, cultivate awareness and the residents ability to take part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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