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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新闻1+1

去年 8 月底，《宁波市推进中
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环境整治行动
方案》正式出台，市级财政安排经
费 3000 万元，“以奖代补”，用于
中心城区老旧小区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

“小区是我家，整治靠大家”。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一场让老小区
旧貌换新颜的居民自发行动在全市
兴起。

在鄞州区，社区居民巧妙利用
废弃物品，对公共空间进行改造提
升。通过“微整治”“微更新”，让
老旧小区“诗意”再现——乱搭乱
建的养鸡棚变身为优美的小花园，
破旧的老墙被改造成“网红”拍照
点，昔日的卫生死角“改头换面”
成为一个个景观小品。公共空间的

“微改造”，提升了老旧小区的承载
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也激发了
居民美化家园的热情。

在江北区广庭社区三和嘉园小
区，往日楼道小广告无人过问，如
今居民自发参与粉刷清理，角角落
落变得干净清爽。在宁馨园小区，
也有居民自发承担起清理楼道的任
务，大家称这一工作为“拯救楼梯
间”。

海曙区阳光丽园小区的居民以
楼道墙门为单位，自掏腰包改造门
厅，提升绿化景观，小区环境“共
治共建共享”渐成风气。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共同缔
造”的理念，让居民发挥主人翁的
作用，形成良好的整治氛围，才能
把小区建设得更好。 （王芳）

共同缔造美好家园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吴培均

去年 8月，我市发布新政，全
力推进中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环境
整治和改造，将 2000 年前建成交
付的住宅小区列为重点整治或改造
对象。

经过几个月的集中整治，中心
城区老旧小区“脏乱差”的面貌得
到了初步改变，一些固有的“顽
疾”得以破解。

新的一年，我市将继续深入推
进这项民生工程。而建立管理的长
效机制，将成为未来老旧小区整治
的重中之重。

环境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半年大变样”初步实现

“小区即将实现雨污分流，以
后再也不会出现管道堵塞、污水四
溢的现象了。”家住鄞州区明东社
区的周阿姨开心地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明东社区新一轮
“三微”改造项目陆续实施。沿街
店面截污纳管工程，通过新铺设污
水管网，新建污水除渣井、污水处
理池与市政污水主管网连接等措
施，陆续解决了沿街商铺污水排放
难的问题。楼道灭火器更换、楼道
煤气总阀外移、“牛皮癣”清理、

“僵尸车”整治等工作的陆续完
成，改善了社区整体面貌，提升了
居民幸福感。

明东社区的环境整治与改造，
是全市老旧小区整治与改造行动的
一个缩影。

据统计，我市 2000 年前交付
的老旧小区有 870个，占全部 2190
个小区的四成。这些老旧小区有
418 个坐落在中心城区，普遍存在
基础设施老化、停车位紧张、环境
脏乱差、管理服务落后等问题，不
仅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对城
市的功能提升和面貌改善造成了很
大制约。

老旧小区环境整治和改造如果
做不好，“城乡争优”行动就落不
到实处，“名城名都”的品质也就
难以提升。去年 8月以来，我市相
继发布了《关于推进老旧住宅小区
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推进中
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环境整治行动
方案》，将 2000年前建成交付的住
宅小区列为重点整治或改造对象。

在第一阶段“9 月底初步见成
效 ” 的 整 治 改 造 任 务 中 ， 按 照

“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整
治目标，中心城区重点治理老旧小
区环境不够整洁、车辆停放不够有
序、公共区域垃圾乱堆放、公共绿
化毁绿乱种养等问题，市六区掀起
整治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高潮。至
上月底，各区累计整治乱停车 4315
辆、僵尸车 2029 辆、乱种养 1516
处、乱张贴楼道 27515个、乱吊挂
2409处，清理各类垃圾46292吨。

从去年 10 月开始，我市老旧
小区环境整治转入第二阶段，重点
开展“促五修、查五违”。“促五
修”，即绿化修补、路面修整、墙
面修葺、屋顶修缮、设施修复；

“查五违”，包括查处违反房屋使用
安全规定行为、查处违法经营行
为、查处违反合同约定行为、查处
违规倾倒垃圾行为、查处违规出租
房屋行为。

“目前，通过各项目的启动和
实质性推进，2018 年年底前老旧
小区环境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民
生顽疾’得到有效治理，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得到基本遏制，基本实现
了‘半年大变样’的第二阶段目
标。”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8 个住建部老旧住宅小
区改造试点中，海曙区的偃月、迎
凤、高塘花园三个小区和江北区的
贝家边、砖桥巷和茗雅苑三个小区
在上月底基本完工；鄞州区的民安
小区和繁裕新村已经进场施工。

积极探索多点突破
建设常态化物管体系

“锃光瓦亮的楼道灯，崭新的
楼道电子防盗门、信报箱，刚完工
的车棚接电工程……”如今，走进
江北区白沙街道贝家边小区，可以
看到小区面貌与数月前截然不同，
焕然一新。上月 27 日下午，作为
全市首个完工的老旧小区改造试
点，贝家边小区项目顺利通过竣工
初验。

贝家边小区居住着众多行动不
便的老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基础设
施老化严重。去年年初，该小区被
列入江北区老旧小区品质提升工程
范围。此次改造共涉及标准楼道、
线路上改下、车棚接电、市政工
程、违建拆除等项目，共投资约
176万元，涉及居民178户。

开展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和环境
整治工作以来，全市各相关部门和
各个区迅速行动、扎实推进，在诸
多方面积极探索，多点突破。

加紧修缮老化破损公共部位。
至上月底，市六区共完成修补绿化
13.3 万平方米、修整路面 5 万平方
米、修葺墙面 7.4 万平方米、修缮
屋顶 3.7 万平方米、修复各类设施
9578处、安装电梯42部。

为扎实推进公共部位维修工
作，尽快改变老旧小区破旧形象，
我市同步开展试点小区的工程改造
和老旧小区“微改造”“微更新”。
在工程改造中，各区坚持“试点先
行、共同缔造、建管并举”，加强
居民与施工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
共商共议、共建共创。

除了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
外，我市还探索“共同缔造”理
念，发动群众积极参与老旧小区改
造和整治。海曙区月湖街道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联居亮职
责”“支部亮旗帜”“党员亮身份”
等特色活动，实行居民代表、专班
小组、社区党委、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等五方联席会议制度，引导居
民群众主动参与改造；江北区白沙
街道成立居民小组，统一思想，共
同出资并参与施工过程。

在老旧住宅小区进行环境“脏
乱差”整治和民生“顽疾”治理的
同时，我市还努力消除执法盲区，
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上月中
旬，市老旧小区环境整治领导小组
发布出台住宅小区执法清单，厘清
了各职能部门的执法边界，明确各
执法主体的执法依据，全力推动执
法进小区，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
制，同时开展执法情况专项检查和
督查。至上月底，市六区共查处违
法违规租用车棚车库 5019 个、违
反房屋安全使用行为 688处、违法
经营 565处、违规倾倒大件垃圾行
为 1179 起，处理乱放养犬类等违
法违规行为623起。

同时，我市正加快建设一套治
根本、管长效的常态化物业管理服
务体系。

首先，引导小区建立质价相符

的物业运营体系。在全市中心城区
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指导意
见相关文件出台后，各小区努力探
索“以优质促优价”。目前，海曙
区望春街道天一家园等 9个小区成
功实现提价；江北区已将白沙街道
正大花园等 5个小区纳入先行调价
试点小区；鄞州区东柳街道东柳坊
小区和钟公庙街道金色水岸小区已
完成调价，钟公庙街道繁裕新村等
5个小区已启动物业费调价。

其次，力促物业企业严格履行
物业服务合同。江北区率先建立项
目经理信用档案制度，并启动对物
业公司的约谈、警告、通报批评、
信用档案扣分等处理机制。市住建
委开发的业主投票决策系统已经在
鄞州区东海花园小区首次试点应
用，小区业主只需通过“智慧社
区”App，就能行使业主权力，参
与小区大小事务决策。

此外，我市还启动了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补缴试点。鄞州区积极推
进老旧小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即
交即用”试点，缓解维修资金难
题，启动孔雀小区作为补缴试点小
区，设计制作了《孔雀小区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补缴试点工作手册》，
目前正在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整治不能只管一时
“着眼长效”任重道远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尽管我
市的老旧小区环境改造与整治已取
得了较大进展，但仍面临历史欠账
太多、缺少管理的长效机制等问
题。“治疾美颜”、全面完成老旧小
区的改造与整治仍然任重道远。

从配套和功能来看，我市老旧
小区的历史欠账太多。老旧住宅小
区 的 建 成 时 间 ， 基 本 是 在 20 年
前，由于建造时规划设计的限制和
日常使用产生的破损，许多功能条
件已经无法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
比如有车棚无车位、有楼梯无电
梯、有路灯无楼灯等。

事实上，我市老旧住宅小区已
经 历 了 三 轮 整 治 。 第 一 轮 始 于
2000 年，第二轮 2008 年，第三轮
是 2012 年的宜居示范小区整治。
从这三轮整治后的情况看，一个通
病就是部分老旧住宅小区在整治过
后又逐渐恢复原状，整治工作只能
管一时。

“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我
市将建成责权明晰、边界清晰、属
地负责、部门协力的管理体制和质
价相符、服务精准、监管有力、管
理精细的长效机制，实现‘一年立
长效’。”市中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
整治改造领导小组相关人士介绍，
今年，我市将充分运用“共同缔
造”理念，加强老旧住宅小区环境
整治的工作组织、资金筹措、项目
建设、长效管理等方面的探索和创
新，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体制机
制。这些体制机制包括：

完善物业服务制度，引导老旧
住宅小区普遍建立行之有效的物业
管理制度。解决好物业收费难、服
务差的问题。建立财政奖补机制，
推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启
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补缴试点。继
续规范物业企业服务，针对部分企
业不作为的现状，相关部门正在拟
定《宁波市物业企业和项目负责人
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对不按
物业合同执行的企业和项目经理实
行扣分和惩戒，并把结果向社会公
开。

完善老旧住宅小区长效管理制
度。学习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抓
紧制定出台社区、街道的规划设计
导则，高标准、有远见地做好这一
轮老旧住宅小区的环境整治，通过
长效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不断夯
实整治成果，持续优化小区环境。

完善基层组织作用发挥机制。
充分调动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
性，围绕共建共享、共同缔造，提
高业主“主人翁”意识，推动业主
共同参与、共同出资整治小区环
境，形成老旧住宅小区环境整治工
作的强大内生动力。

去年8月，我市发布新政，将2000年前建成交付的住宅小区列为重点整治或改造
对象。在此之前，我市老旧住宅小区已经历了三轮整治，但整治过后部分小区又逐渐恢
复了原状。因此，建立管理的长效机制，将成为未来我市老旧小区整治的重中之重——

老旧小区“治疾美颜”任重道远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绿化
改造，停车位改造，小区道路‘白
改黑’，下水道、排污管、窨井改
造，化粪池疏通改造，道路侧石整
治，强弱电架空线路改造……”如
今，在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许多老
旧小区已顺利完成改造，实现了华
丽转身。

招宝山街道共有 59 个老旧住
宅小区，很多房屋为上世纪末建
成。由于当时建设标准相对较低，
这些小区不同程度存在管线老化、
房屋年久失修、楼体饰面脱落、配
套基础设施缺损、物业管理缺失、
安全隐患多等共性问题。

该街道的老旧小区换新颜有一
个“法宝”：成立“众筹、众议、
众行、众享”模式的小区居民自治
互助站。目前，在街道辖区内，共
有 48 个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物
业配套用房里“挤一挤”，将闲置
房里的杂物“挪一挪”，热心居民
家里“辟一角”，互助站就建成
了。力求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
小区、难事不出社区。

当一个问题出现后，小区自治
互助站第一时间邀请小区物管代
表、网格社工、楼道组长和商家代
表等多方参与恳谈，达成共识，小
区事务自己定、大家干，使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在银杏小区，社工与小区居民
自治互助站的志愿者针对小区通道
堵塞的实际情况，入户走访与调
研，了解居民的真实想法。随后，
召开社区、物业公司、业主委员
会、小区自治站与骨干居民座谈
会，并达成共识：小区通道是火灾
发生时的“生命线”，必须保持安
全通畅。会后，社工和志愿者上门
劝说车主挪车，社区在通道两边摆
放花箱，防止再有车辆乱停放堵塞
通道。

“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在反映
诉求、解决问题、反馈意见、参与监
督等方面，获得了更为通畅的渠道，
居民对社区问题的参与热情非常
高。”招宝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说。目前，该街道“居民自治”的成功
模式已在镇海全区推广。

镇海招宝山街道：
居民自治助推老旧小区整治

完成改造后的江北贝家边小区
一角。

镇海胜利社区让居民参与评议家园环境“红黑榜”。 （本版图片由市住建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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