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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样板”面世、相关新政出
台，我市老小区电梯安装已经“破
题”。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在
试点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
在一些细节上需要形成合力去克服。

高羽波长期奔走在老小区电梯
安装推广第一线，据他介绍，现阶
段电梯加装工作推进中还面临以下
几个问题：

首先是管线迁移费用问题。加
装电梯需要迁移水、电、燃气、通
信等多种管线，每种管线迁移费用
高昂，仅改造煤气管就需 2 万元，
供水管线迁移也需近 8000 元，如
此多的管线迁移费用叠加，业主额
外负担沉重。目前，杭州市电梯加

装的管线迁移由管线单位开通了绿
色通道，迁移费用由各管线单位和
政府承担。建议能否效仿杭州的做
法，开通迁移绿色通道，迁移费用
由管线单位和政府共同买单，并统
一迁移管线，减轻业主负担。

其次，加装电梯审批节点设置
有待优化。按照目前联合审批模
式，业主必须在设计单位出具电梯
加装最终设计图纸后才能提交审
批，如果审批不通过，则设计图纸
直接作废或重新设计。一般情况

下，对于电梯加装初步方案，设计
单位和电梯公司均能免费提供，但
出具详细设计图纸至少需要 2万至
3万元费用。若等详细设计图纸出
具，审批不通过，前期设计投入的
人力财力就白费，对业主来说压力
很大。因此，建议能否在业主出具
电梯加装初步方案就提前介入审
批，设置审批节点，审批定调初步
方案通过后，再进入详细图纸设
计，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财力浪费。

此外，电梯加装第一步应当找

谁还是让普通市民困惑的难题。电
梯加装技术专业性强，工程环节繁
杂。普通业主由于专业性不强，如
果没有指导和协助，很难通过自身
的力量去推动电梯加装工程。因
此，建议能否由街道办事处和社区
牵头推动辖区内的电梯加装工作，
指导和协助业主的电梯加装项目，
发挥其属地管辖的优势。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一
个新鲜事物，国内很多城市都在探
索，宁波也不例外。我们将密切关
注和全程跟踪加装电梯工作，及时
总结经验，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宁
波市情、人民群众满意的推进路
径。”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域推广，仍需形成合力

全市老小区首部电梯加装完工并投入使用，相关新
政正式出台……伴随着示范效应和政策力推形成的“共
振”，我市正在迎来老小区加装电梯的热潮。业内人士
认为，面对群众的强烈诉求，只要因势利导，形成合
力，就能将这一民生工程实实在在地推进——

示范效应与政策利好“共振”

老小区加装电梯迎来老小区加装电梯迎来““暖春暖春””
本报记者 杨绪忠 王博

“只要十几秒就可以上下楼
了！”昨天下午，在孔雀社区贺丞
路188弄14号门前，看着新安装好
的电梯，家住 5楼的居民沈美汝开
心地说，以前每天要爬楼梯好几
趟，买菜、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现在坐电梯上下楼非常方便。同
时，电梯的加装也充分考虑到了通
风、采光等问题，让居民们原来的
生活品质不受影响。

14 号一梯 6 层 12 户人家，加
装电梯的工程建设和设备购置费用
在 45 万元，扣除 20 万元政府补
助，还有 25 万元需要居民自己承
担。601室、602室共分摊40%，每户
20%折合 5万元；501室、502室共分
摊 30%，每户 15%折合 3.75 万元；
401 室 、402 室 共 分 摊 19% ，每 户

9.5%折合 2.375 万元；301 室、302 室
共分摊8%，每户4%折合1万元；201
室、202室共分摊3%，每户1.5%折合
3750元；101室、102室不承担费用。

除了老小区加装电梯的上述
“头号”工程顺利完成之外，孔雀
社区王隘路 47 弄 68 号也申请了加
装电梯，电梯工程建设和设备购置
费用已经基本达成一致，并计划于
近期进行方案公示。

过去两个月，孔雀社区党委书
记石蓉一直为电梯加装忙碌着。除
了要协调 14 号电梯加装的施工事
宜，还要接待其他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及居民一波又一波的组团取
经。“近几个月，不少社区工作人
员前来考察，询问具体操作流程及
注意事项。”石蓉说，光她自己接
待的客人就有十几拨，还不算打电
话到社区询问的。

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自孔
雀小区加装电梯试点项目正式开工
以来，我市的电梯加装工作备受社
会各界关注，广大市民纷纷来电来
信咨询相关政策，电梯加装热情高
涨。截至目前，累计接听咨询电话
1000多个，收到咨询电子邮件 100
多封。

“我们重点跟进了 14个已完成
全部业主签字有望尽快开工的电梯
加装项目，帮助业主做好加装电梯
相关工作，包括与科技处对接原设
计院设计的图纸，到城建档案馆复
印图纸，与区县 （市） 对接审批流
程，以及告知已有总承包电梯厂方
电话供业主选择等。同时，我们还
与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事处及其
他相关部门积极对接，推动电梯加
装项目进程。”市住建物业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高羽波介绍，目前 14
个项目均已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大
多数项目已完成电梯加装方案设
计，处于公示阶段，其中柳汀花
苑、三鼎坊小区、文化家园 3个项
目已报属地住建部门审批，待审批
通过后即可实现开工。

样板探路，14个项目跟进

本月5日，市住建委等17个部
门联合制订的《关于推进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
行）》获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这
标志着我市老小区加装电梯的新政
正式落地。

“《意见》在顶层设计上统筹
考虑了老年居民便利上下楼梯的综
合保障措施，立足于建立以老旧住
宅小区加装厢式电梯为主，发展座
椅式、站立式等楼道电梯和爬楼机
为辅的便利出行方式，体现了居家
养老服务综合施策的顶层设计理
念。”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 《意见》，旧住宅小区加
装电梯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
是列入负面清单管理的既有住宅不
纳入或有条件纳入。二是以幢或单
元为单位，签订“加装电梯协议
书”，加装电梯方案经公示且无异
议；同时，“加装电梯协议书”应
当就如下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加装
电梯工程建设、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预算及资金筹集、分担方案，电梯
运行 （含能耗、保险）、维护保

养、维修更新等费用分担方案，落
实电梯使用管理单位。三是委托原
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同资质的设计单
位出具的设计图纸，设计图纸应当
明确设计使用年限，原房屋加装后
使用安全是否受到影响，加装是否
可靠。

“这三个条件，既充分体现了
业主自愿原则和房屋使用安全的基
本前提，又本着有事好商量、先商
量的原则，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市住
建委相关人士解释说。

引人注目的是，我市的老小区加
装电梯新政与各地相比有多个创新：

明确加装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安
装。目前，加装电梯的过程是属于
新建、改建、扩建性质的基本建设
行为，还是特种设备安装行为，在
法律上也没有明确定性。如果按照
基本建设的有关审批程序要求，加

装电梯需要申领规划许可证、施工
许可证等行政许可手续，将会造成
审批时间远远超过加装施工时间。
我市相关部门在反复征求意见后，
创新性地将加装电梯定性为特种设
备安装行为。这种定性有利于在顶
层设计上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程
序，实现了便民利民。

基本实现“零许可”审批。
《意见》 明确除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核发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证书外，不再办理建设项目立
项、规划许可、设计方案审查、施
工图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等手续，
不予按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建筑
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在满足消防、
安全条件，保障各项功能正常使用
前提下，其体量不纳入建筑间距计
算。污水、雨水及供水、供电、管
道 煤 气 、 通 信 设 施 移 位 等 由 乡

（镇） 街道牵头协调，产权人负责

移位，不再履行审批程序。
正式提出发展“共享电梯”。

加装电梯施工的时间只有不到 3个
月，但使用的时间大多在 15 年左
右，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加装后的
维护和管理。在当前电梯使用过程
中事故发生频率较高的情况下，探
索发展“共享电梯”是一项非常好
的措施。因此，《意见》明确了支持
注册地在宁波的各类金融租赁、融
资租赁企业等社会资本探索参与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方式和途径，探
索发展“共享电梯”；鼓励选用接力
式、快装式、搭积木式“微梯”实施加
装，完善售后服务措施，提高售后服
务水平，实现加装维管一体化。

实行负面清单制。《意见》 以
清单的形式，将“四层及四层以下
的多层住宅，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鉴定为 D 级、C 级的既有多层住
宅，侵占城市道路和消防通道、影
响车辆通行，不能满足消防安全条
件的既有多层住宅”等 11 种情况
排除行政许可在外，防范了法律安
全等诸多风险。

新政加码，力推电梯加装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王
博） 昨天，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
到，根据我市出台的相关政策，
政府对加装电梯的支持和补助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关于加装厢式电梯的支持。
遵循“试点带动、稳步推动”原
则，实行财政资金竞争性补助。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加装完成且
已通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使用登记的，按每部 20 万元
标准予以补助。由于财政体制不
同，意见明确海曙区、江北区、
鄞州区绕城高速公路以内的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补助资金，
按市、区各承担50%，其余由各地
自行负担。2019 年以后根据各区
上报计划情况再研究相关政策。

关于加装楼道电梯的支持。
不具备加装电梯条件的住宅小

区，鼓励申请人购置安装楼道电梯
或由物业服务企业、居家养老服务
机构等开展爬楼机预约服务，并由
区县 （市） 人民政府按照购置数量
和价格实行20%的一次性补助。

此外，明确了工程监理由区县
（市） 人民政府通过政府购买工程
监理服务方式取得，目的是加强施
工图设计监理、质量监督和竣工验
收，确保加装电梯建设安装工程质
量安全。

同时，为减轻居民的经济压力，
意见还明确了出资加装电梯的业主
或其配偶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总额不得超过个人出资部
分；提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按物
业专项维修资金有关规定执行；同时
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的，合计不得超过个人出资部分。

我市出台多项
加装电梯优惠政策

孔雀小区首部加装电梯孔雀小区首部加装电梯。（。（丁安丁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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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代表在
刷卡启用电梯。

（丁安 摄）

给老小区加装电梯，这一呼声
由来已久。在孔雀小区试点加装电
梯的两个月，市住建委接听咨询电
话 1000 多个，收到咨询电子邮件
100 多封，以及孔雀社区接待一波
又一波的组团取经，就充分说明了
这一民生需求的迫切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
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
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居
家养老”将是老年人的主流养老模
式，而住宅电梯是老年人为改善居
住环境、扩大活动范围、不断提高
生活质量的首要选择之一。所以，
符合条件的老小区加装电梯是大
势所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市
各有关部门在孔雀小区试点加装
电梯这件事上主动回应，积极落
实，街道社区、建设、规划、管线等
部门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很多部门
联合审查，特事特办。市政府还迅
速出台了相关政策，在便民利民上
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

老小区加装电梯虽然切合很
多老年人的期盼，但也面临着不少
现实的阻力，首当其冲的是业主意
见不一。现代社会利益多元、观念
多元，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诉求找
到合理的支撑。矛盾的双方如果针
锋相对、互不相让，任何美好的设
想都将悬在空中，很难落实。这就
需要社区居委会有所作为。

如果让业主“自行协商”，一种
结果可能是谁也不会牵头；另一种
结果可能是协商不成平添矛盾。因
为业主与业主之间协商，一旦意见
不统一，就是利益双方。而社区居
委会相对业主来说，是第三方，说
话办事更公正，更能赢得业主的信
赖。再说，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服务
对象是居民，居民有期盼，社区居
委会就要尽量做好服务，满足居民
需求。

因此，在老小区加装电梯这件
事上，社区居委会的主动作为很
关键。 （李国民）

老小区加装电梯
社区应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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