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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钢铁企业后勤物业公司发展的思考
一、国内物业管理行业现状及发展

趋势
1.业态分布

主要以住宅物业、办公物业、商业物

业、工厂物业为主，其中住宅物业占据将

近60%。

2.收入模式

当前，国内物业管理公司的收入主

要包含三类：

（1）公共性服务费收入，即物业管理

费。

（2）综合性多种经营收入，包括媒体

资源经营、场地经营、经营性物业及其他

业务。媒体资源经营指框架、电子屏、宣

传栏、电梯等媒体资源的开发经营，场地

经营包括临时摆摊、固定区域长期设点

经营（物流柜、饮水机等），经营性物业包

括仓库、门面经营、球场、会所等娱乐设

施经营管理。

（3）增值服务收入，即物业公司提供

有偿服务经营。包括家政、房屋中介、装

修家居、维修服务、教育托管、商务服务

等。

3.发展趋势

（1）向集约型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2）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3）行业整合将成为新趋势。

大型企业强者恒强：凭借资金实力、

品牌沉淀、资源整合能力，持续扩大管理

规模，挖掘市场价值；

中型企业创新求变：中型企业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探寻新业务、发展新模

式，加速规模扩张，提升盈利能力；

小型企业另寻出路：保有专属服务

领域（商业物业、学校物业、医院物业等

非住宅管理），挖掘并强化自身服务特

色，才能在行业内生存。

二、钢铁企业后勤物业公司现状分
析

1.“三供一业”改制，物业社会化移

交已基本完成，各钢铁企业取消了对物

业的补贴政策，实行全市场化运行。虽

然经营上对标市场化运作，但由于与企

业的衍生关系，事实上仍承担了大量的

社会及企业服务职能。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与市场并轨，按照行业趋势在专业

化道路上发展，须正视并梳理其中关系，

才能确定明确的战略规划和目标。

2.服务市场基本为老旧小区，户型

小、范围分散、容积率低、物业费回收率

不高，可收取的物业费有限，但日常运行

产生的人工成本、能耗成本、维修成本、

材料成本等却相较于外部市场同等规模

的小区高出太多。后续，可挖潜的空间

很小，如果没有有效的创收途径，仍然会

处于亏损状态。

3.物业公司员工基本由生活后勤职

工演化而来，素质虽然不低，但没有接受

过正规的物业管理专业培训和能力提

升，管理的能力仅靠日常工作的摸索和

积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物业行业

的政策、标准、要求和法律法规等都通过

碎片收集，更谈不上具备行业前瞻性、企

业的专业发展规划、市场开拓与运营等

能力。

4.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物业服务呈现出多样

化、智能化、人性化等发展趋势。物业

公司产品和业务的单一性不仅限制了

企业自身的壮大，也制约了自身提高服

务水平、开展全方位服务的可能。服务

型企业不具备综合实力或核心竞争力

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只能停留于现状或

者被淘汰。

5.物业公司单纯依靠物业费无法做

到盈亏平衡，利用资源、以社区服务为载

体开拓新业务是物业生存发展的必然趋

势。但是钢铁企业小区设施陈旧，居住

人口老龄化，实现现代物业服务操作的

可能性不大；同时，国有工业企业的体

制、机制与商业化经营的差异也是制约

物业公司多元化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

6.钢铁企业家属小区业主对于物业

公司的定位仍然停留在传统福利型阶

段，仍然用几十年来的老眼光看待和对

待物业，观念和意识的引导与转变是物

业公司转型、生存、发展的生存土壤。

三、物业后期发展的几点想法
物业管理行业平均利润率都不超过

5%，即使是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良好的深

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且都是依靠

地产开发战略服务、资产服务、楼宇智能

化服务、平台输出等多元化经营实现盈

利。因此，根据实际经营能力和市场环

境，企业后勤物业要实现盈亏平衡，现阶

段可以逐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

破：

1.发展社区经济。

2019年中国物业百强企业多种经营

服务收入构成：

社 区 服 务 47.84% ，顾 问 咨 询

20.36% ，工 程 服 务 16.82% ，其 他 服 务

15.52%。其中社区服务包含社区空间运

营、社区金融、房屋经纪、社区电商服务、

家政服务、社区养老等。

钢铁后勤企业可利用小区业主庞大

的市场空间，以合作经营的模式引进专

业的合作商，共同开发社区经济。前期

可采取试点的形式，从家政服务、电器维

修、房屋经纪、教育培训、社区团购等市

场需求量大，投资风险低、见效快的项目

着手，尝试构建一个社区经济经营平台，

开展平台型社区经济资源经营，获取附

加利润。

2.做大市场规模。物业企业利润的

增加，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物业管理项目

数量增加来实现。企业周边新开发的

中、小型楼盘（不配套开发商物业）、工厂

物业、办公物业、医院物业、学校物业等

都是目标客户，要把物业服务作为产品

进行销售推广，尽可能地增加物业管理

项目数量，做大产值。

3.提供专业特色服务。整合调剂生

活后勤内部资源，开拓工程服务、绿化维

护服务、会务服务等，既实现了产业链的

延伸，又能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物业服

务。在资质许可的情况下，可支持物业

公司参与专业市场竞争，外拓专业服务

业务，为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总之，钢铁企业后勤物业公司社会

化移交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职工思想和

观念的宣传、引导；同时物业公司承担的

部分社会化职能需与街道、社区协商剥

离，为物业公司减负；后勤物业公司也要

加快对标市场物业，引进专业人才和先

进管理制度，构建合理、完善的管理团

队。

湘潭湘钢好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智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

指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具体目标是

培养和发展学生在接受高中英语教育后

应具备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

质、学科能力等学科核心素养”。出色的

课堂教学需要兼顾这四个方向，但现在

的教学大多强调语言能力与学习能力，

容易忽视文化意识的培养。根据新课标

定义，文化意识指的是对中外文化的理

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学生在全球

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

行为取向。缺乏文化意识会带来使用英

语交际时不得体、阅读时产生理解障碍

等诸多问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文

化意识是英语课堂不可缺失的一环。本

文将基于译林出版社牛津高中英语教材

模块一Units1-3的课文文本，对文化意

识的培养策略进行探索。

1.厚积文化素养
厚积文化素养的基础需要积累充实

的文化知识，学生在学习中不仅要注重

积累语言文化层面的知识，还应该学习

历史、政经类文化知识，了解英语国家的

习俗道德等。学生应该对各类文化有着

清晰的认知，并批判性地继承与反思、不

断拓展国际视野。

例如，在Unit1的阅读部分，作者以

在英国上高中的中国学生视角讲述校园

生 活 ：“I found that the homework

was not as heavy as what I used to

get in my old school.(我发现这里的家

庭作业并没有中国学校的多。)”,“……

but can stop studying some subjects if

they do not like them.(但我可以选择不

上我不喜欢的课程。)”体现了英国教育

课业压力小、自由度高的特点。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本比较归纳中

英教育文化的差异，善用表格梳理实现

知识结构化，如比较中英课程的设置、

班级人数等；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

西方校园相关影片，结合学生在中国的

亲身经历，给学生以直观的对比感受，

从而更深刻地体会西方国家的精神文

化，如个人主义、自由精神等。但需要

注意的是，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不应该给

文化的优劣下定义，应引导学生理解包

容不同文化。

又如在Unit2的阅读部分，作者以戏

剧的形式展现了美国家庭的冲突，讲述

了独自在家的两名孩子带宠物看病，却

被父母误以为贪玩的一场误会。教师除

了对词汇、阅读策略进行教学，还可以布

置思考题：该戏剧发生的背景是父母出

门旅游，而将孩子留在家里。这样的设

定体现了什么样的育儿观念？在中国父

母会如何选择？通过点拨归纳，学生可

以了解到国内注重“智育”，而国外注重

独立性格的培养的区别，有助于在学习

语言的过程中积累文化知识。

2.提升文化技能
文化技能是指学生在积累了丰富的

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综

合等思维方式，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

境，对各种不同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鉴

别，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的能力。

其核心要素应该是学生综合分析各种文

化现象的能力，对不同文化作出符合主

流价值观的判断力，必须是辩证、科学、

包容性的。

面对不同文化要有包容的态度。通

过Unit1和Unit2的学习，学生能了解到

中外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诸多方面的

不同。教师在进行对比的时候应该强

调，中西文化都是不同历史背景的产

物。我们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应该

有着包容开放、取长补短的态度。比

如，学生可以学习 Unit2 阅读部分 Eric

和 Daniel 的独立生活、带宠物看病的能

力，鼓励学生做独立的孩子。

面对争议文化要有自己的判断。在

Unit3 阅读部分，周玲与外国笔友 Amy

就减肥这一话题进行了邮件通信。我们

可以从如下文本中看到中西文化的共同

点 ：“It’s the same in China-- many

people, some of whom are not over-

weight at all, are always going on a

diet or taking weight- loss pills which

are often dangerous.(中国也是如此，许

多人总是试图通过节食或吃危险的减肥

药 来 瘦 身 ，即 使 有 些 人 根 本 没 有 超

重。)”我们不难发现，以瘦为美的审美

文化正借助全球化根植世界各地。教师

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引导学生对该现象成因进行探究、对该

文化做出自己的判断，最终落脚点为“以

健康为美”，警示学生不应盲目追崇所有

文化。教师应该秉承吸收原则、对比原

则和包容原则，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技能。

3.践行文化理念
英语学习是一个“输入”与“输出”双

向互动的过程，输入的是语言信息及其

蕴含的各种文化知识，输出的是自己对

文化知识的理解，践行的是一种文化理

念。也就是说，课堂所学知识的落脚点

终归是运用，教师也应该在文化的实践

方面进行相应的课堂设计。

例如，在Unit1阅读部分，教师可以

反向创设情景，假设有一名英国的高中

生来华学习，作为东道主的你该如何接

待？在哪些方面需要注意？教师可以安

排学生分组讨论，从生活、教学、课外活

动等方面入手，选取代表发言，最后归纳

各个小组意见进行点拨。这项模拟现实

跨文化交际的扩展实践，完成了文化理

念的输入与输出，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文

化意识。

综上所述，英语教学课堂是将语言

与文化融会贯通的枢纽场所，英语教师

应把握好英语学科教育核心要求，充分

认识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文化意

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包含文

化知识、技能与实践的积累，教师要帮

助和引导学生积累文化知识，提升中西

文化背景知识储备；培养学生文化技

能、判断识别力，辩证地判断与欣赏不

同文化；鼓励学生文化运用，完成输入

输出双向互动。学生在学习英语学科

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养成符合主流价

值观的文化意识，感受中西文化碰撞和

融汇给语言文化发展和运用带来的无

限魅力。

浅论英语课堂教学文化意识培养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罗方舟

研讨科教新报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