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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函〔2022〕4号

关于申报 2022 年度物业管理重点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加强物业管理行业课题研究工作，推动行业的政策创新、理

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夯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管理办法》，我协会现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物业管理重点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申报项目

（一）题目：深入推进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研究

2021 年 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

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物业管理工作需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住

宅小区既是物业管理的基本单元，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物业管理如何加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如何促进物业管理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举措创新；如何深入推进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的政策完善，推动物业管理和社会基层治理协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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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目：“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的支持政策研究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深入推

进 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的试点工作。研究梳理现行“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

式下的政策；如何促进“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在现行政策下

创新发展，提高政策效率；如何为“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开

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保障等方面开展研究。

二、课题申报立项

（一）每个重点课题研究项目由中国物协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

研究经费支持，以竞争性磋商方式组织采购，符合条件的单位可参

与磋商（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课题研究结题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二）申报单位可根据上述内容，自愿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

（三）申报单位由两个以上法人单位联合组成的，需确定一家

负责单位，明确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和责任。

（四）申报单位请填写《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申报书》（详

见附件 2），加盖单位公章后（2 份），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前寄

送至中国物协秘书处。同时电子文档（word 版）发送至邮箱

wuyifan@ecpmi.org.cn，逾期不予受理。

（五）申报的课题项目经协会专家组评审通过后，列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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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协会 2022 年度物业管理课题研究计划》。

三、申报对象

（一）中国物协会员单位；

（二）中国物协各专业委员会、下属单位；

（三）地方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四）有较高研究能力和承接过政府机关相关课题研究的行业

协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

四、研究要求

（一）课题研究须遵守《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管理办法》，

紧扣主题，摸清现状，剖析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建议。

课题研究成果须观点明确、结构清晰、内容详实、行文流畅。

（二）课题成果正文部分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2 万字。课题成果

应有案例、实证、调研数据分析，内容不少于总报告字数的 1/4。

课题成果中涉及的概念、理论、背景、研究框架等请用简略和概述

方式撰写，原则上不超过 1千字。课题成果中基于数据研究、模型

研究的结论和描述需用通俗易懂方式表达，建议把数据研究、模型

推导过程等作为附件。课题成果必须有不少于 3千字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成果由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和作者共同所有，中国物

协享有课题成果发表、发行、改编、汇编等相关著作权利。文字责

任由课题作者负责。如公开发表或发布，应注明为“2022 年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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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题成果有关版式、注释及学术规范等要求参见《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研究成果要求》（附件 3）。

五、其它事项

（一）中国物协秘书处具体负责课题的申报、立项、实施和验

收等工作。

（二）立项单位需与中国物协签订《课题研究合同书》，确保

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一帆、李赞

电 话：010-88083221、88083321

邮 箱：wuyifan@ecpmi.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5 号中建大厦 B9003

附件：1.中国物业管理协会重点课题研究项目立项评分细则

2.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申报书

3.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研究成果要求

2022 年 1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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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重点课题研究项目立项评分细则

评分因素 评分内容 满分

基础条件
课题申报单位三年内（2019 年至今）有承担省（部）级课题研究项目和

中国物协课题研究项目的经验，每提供 1个得 5分，本项最高分得 15 分。
15

研究内容

及论证

对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内容及论证进行评价；

优秀:10～15 分，良好 5～9分，一般 1～4分。
15

实施方案
对课题研究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评价；

优秀 8～10 分，良好 4～7分，一般 1～3分。
10

进度安排

及保障措施

对课题研究项目进度安排及研究保障措施进行评价；

优秀 8～10 分，良好 4～7分，一般 1～3分。
10

研究人员

职称

主要参与人员一人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得 4分，每多一个有中级技术职称的

加 2分，最多得 10 分。
10

研究人员

任务分工

配备课题研究人员在数量和任务分工进行评价；

优秀 8～10 分，良好：4～7分；一般 1～3分。
10

价格部分

以满足申报要求且所需中国物协资金支持的最低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

格分为满分，其他课题组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15％×100。

15

经费概算
对课题研究项目经费概算进行评价；

优秀 10～15 分，良好 5～9分，一般 1～4分。
15

说明：相关人员证书和证明资料均须提供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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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申报书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盖 章）

负 责 人：

申报时间：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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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信息

课题名称

研究起止时间

申报类别 □重点课题研究项目 □年度课题研究项目

课题

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最高学历 职 称

手 机 电子邮箱

课题

联系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研究

基础

条件

（300 字以内）

主要

研究

内容

及论证

（2000 字以内）

研究

实施

方案

（1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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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进度

安排

（300 字以内）

研究

保障

措施

（300 字以内）

研究

预期

成果

（3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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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研究

人员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课题研究

任务分工

经费

概算

总经费（万元）：

其中：1. 自 筹： 2.中国物协： 3. 其 它：

序号 项目分类 预算（万元）

1 印刷费

2 差旅费

3 会议费

4 劳务费

5 邮电费

6 管理费用

7 其它费用

审核

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中国物协秘书处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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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1）印刷费：课题成果及课题相关资料的印刷费用。

（2）差旅费：课题研究过程中开展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

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

（3）会议费：课题研究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项目或

课题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

（4）劳务费：课题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如临时聘用

人员、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费等。

（5）邮电费：课题研究过程中开支的信函、包裹、货物等物品的邮寄费及

电话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

（6）管理费用：按课题研究承担单位实际发生填写。费用不得超过课题经

费的 10%。

（7）其它费用：如不能列到以上各项费用里的，可以放在此项，但要注明

支出内容，费用不得超过课题经费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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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研究成果要求

一、课题研究成果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内容翔实、

行文规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开拓性和实用性。

二、项目成果字数一般不少于 20000 字。

三、课题研究报告编写格式参考：

（一）前置部分

1.封面

“课题名称”（字体：黑体小二，居中）；

“完成单位、组长姓名、完成日期（小写）”各占一行置于封面

最下端（字体：黑体三号，居中）。

2.课题组人员名单（另起一页）

标题“《X X X X X》课题组成员名单”（字体：黑体三号，居

中）；

空二行书写“课题组组长：姓名 单位”（字体：仿宋四号）；

另起行书写“课题组成员：姓名 单位”（字体：仿宋四号）。

3.目录页（另起一页）

“目录”两字之间空一格（字体：黑体三号，居中）；

空一行书写目录的具体内容（即标题）及对应正文的页码。目录

标注到三级标题，格式：一级标题（字体：黑体三号）;二级标题（字

体：仿宋四号加粗）；三级标题（字体：仿宋四号）。

（二）内容部分

1. 前言（另起一页）

“前言”两字之间空一格（字体：黑体三号，居中）；



12

另起一行左缩两格书写“前言内容”（字体：仿宋四号）。

2. 文章内容

文章内容（字体：仿宋四号，首行缩进两个字符）；

标题格式：一级标题（字体：黑体三号，居中）；二级标题（字

体：仿宋四号加粗，左对齐）；三级标题（字体：仿宋四号，左对齐）。

标题末尾不书写任何标点符号。

层次如下： 第一章 （一级标题）

1.1 …… （二级标题）

1.2 …… （二级标题）

1.2.1…… （三级标题）

表格：表格标题（字体：仿宋小四加粗，居中）位于表格上方，

编号顺序如“表 1 标题名称”；表格内容（字体：宋体五号）。

图表：图表标题（字体：仿宋小四加粗，居中）位于图表下方，

图表内不在单独出现标题，编号顺序如“图 1 图表名称”。

3. 结语

另起段落“结语”两字（黑体三号，居中）；

另起一行左缩两格书写“结语内容”（仿宋四号）。

（三）参考文献

1.另起一页书写“参考文献”四个字（黑体三号，居中）；

2.另起一行书写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每条参考文献左缩两格）；

3.参考文献格式：[序号]作者，专著名，出版社，出版年。

（四）排版及打印装订要求

1.A4 纸排版，上、下边距为 2.54，左、右边距为 3.17；

2.全文采用单倍行间距；

3.页码从前言内容部分开始，在页面底端（页脚）居中书写；

4.打印后沿左侧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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