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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数据，我国老旧小区
约 17 万个，建筑面积约 40 亿平方
米，涉及约 4200 万户居民，约占
全国存量住宅的 12%。如果考虑建
筑节能、适老化改造、智慧城市建
设等因素，全部存量社区中，大约
有三成以上需要改造。

专家认为，老旧小区改造有三
个层次：一是保基本的基础设施，
主要是水电气路网宽带等的老化整
治、分网铺设、户户接入。二是提
升类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加装电梯
及楼栋本体和社区内部公共部分的
修缮，比如楼梯、过道、墙体修缮
和粉刷，屋顶绿化、消除建筑主体
渗水；道路、安防、照明、绿化等
改造，雨污分流及翻新外墙等。三
是服务类的基础设施，比如配置停
车场、文化室、助残、家政、快
递、便利店及冷链物流设施等。

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升级明
显提速。除了加快保基本的基础设
施“补短板”“补欠账”外，此次
战“疫”过程中，作为社会治理末
梢的社区治理，其重要性得到各界

认同。去年，各地加大了提升类、
服务类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物业用
房、垃圾分类点的单独设置，基于
海绵城市建设的雨污分流等；比如
社区公共卫生体系、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包括社区康复中心、社区养
老和扶幼及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
基于智慧城市的安防系统建设、快
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及智能信报
箱、智能快件箱等的建设。

加装电梯、配置停车场，这是
提升类和服务类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点。尽管这一类公共设施并非中央
财政专项资金、地方财政奖补的重
点，但这类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很急
迫。首先，老旧小区往往是老龄化
小区，多数层高在六层至七层的楼
栋迫切需要加装电梯；其次，加装
电梯和配置停车场以后，小区的物
业价值迅速提升，避免衰败的危
险，有助于居民推进室内“二次装
修”，也有利于推动片区二手房和
新房的循环，以及片区商业文化的
修复，为改造提供资金来源。

（杨绪忠 整理）

老旧小区“新基建”
可以这样发力

老旧小区改造，“新基建”渐成标配

记 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徐莎莎 黄佳宁

快递柜、充电桩，人脸识别、远
程控制监测系统⋯⋯眼下，全市老
旧小区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当中，“新基建”的元素越来越多，
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新载体。

“新基建”，本质上是信息数字
化的基础设施，是支撑传统产业向
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
品，广义的“新基建”除了 5G、

人工智能等“高精尖”的领域外，
还包括在治理体系上“补短板”，
最典型的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软硬件
设施建设，这也是信息基础设施落
地的基础。

专家认为，在“新基建”的背
景下，老旧小区改造的发力点主要
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基于降低能耗
的便民利民设施的改造提升；二是
满足智慧社区治理的软硬件建设。

“新装的快递柜，让小区居民
取快递方便多了。”昨天上午，在
鄞州区汪董小区，社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小区里老人比较多，行动不
便，经常不能及时取快递，因此，
小区在实施改造的过程中，特意把
智能快递柜作为重要设施进行了配
置，受到业主的欢迎。这是我市老
旧小区改造融入“新基建”元素的
一个缩影。

去年 6 月，我市发布 《宁波市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 》， 方 案 中 所 描
绘的宁波未来引人遐想：5G、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
字孪生等新技术全面融入城市生产
生活，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宁波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效治理的重要
支撑。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不
时发生因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电故
障引发的事故。为此，许多小区通
告规定，不得在共用通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更禁止电动自行车“进
楼入户、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
被请出楼道后，车主面临充电难问
题。由于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
足，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不少老旧小区在改造
时，都把智能充电桩作为标配列入
改造计划。鄞州区兴裕新村等小区
新建的充电桩已投入使用，受到了
居民的欢迎。

“目前，我们已有多个小区开
工建设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充电
桩，让居民能安全便利地充电。”
海曙区白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便民设施升级换代

作为社会管理的最后一个终
端，老旧小区最大的问题是管理机
制的落后及人员结构的老龄化。有
的家庭只有一名独居老人，居家养
老的压力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
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主动将“新基
建”与智慧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力图
实现“社区智治”。

走进新近改造完工的海曙区镇
明小区，这里的环境清爽整洁，小区
内新装了停车管理系统，每个单元
墙门安装了门禁系统，这让居民出
行方便了许多。“目前，小区居民出
入、停车、安防等均已实现智能化管

理。以后，所有独居老人的出行情况
将通过远程控制监测系统被重点关
注，以防不测事件发生。”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海曙区推进智慧安防系统
建设的一个缩影。

“我们会同公安部门在改造中
力推智慧安防系统，力争将小区社
会治理与居民便捷服务结合起来。”
海曙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
先要建设智慧安防小区局域网，在
此基础上，设置小区人行出入口的
人脸识别通道管控系统、车行出入
口的车辆管理系统、小区周界入侵

积极试水“社区智治”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老旧小区改造要坚持与时俱进，注
重改造的公共属性，让居民得到更
多实惠。

“老旧小区改造中融入‘新基
建’元素，是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
一步。当前，老旧小区中的居民，
除了老人外，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
员租房入住的也比较多，因此，基
础设施建设不光要偿还历史欠账，
还要着眼未来，注意升级换代，更
贴近时代的发展，只有这样，改造
的成果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副总经理陈
志诚认为。

针对市民关注的一些社区“新
基建”设施，目前已有了明确的推
进意见。按照 《宁波市推进新型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行 动 方 案 （2020-
2022）》 所确定的目标，近 3 年，
我市将加快推进社区数字化建设。
促进数字孪生理念在未来社区实体
建设中落地应用，重点推广应用建
筑信息模型 （BIM） 和城市信息模
型 （CIM） 技术，依托数字平台实
现建设过程全周期管理。探索建立

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建筑、交
通等场景应用数字化操作系统，建
设应用社区智慧服务平台，整合各
模块线上线下功能，建立“平台+
管家”物业服务模式。积极推进智
慧广电和社区大脑建设，为广大市
民提供高质量社区信息服务。

那么，哪些新设施可以纳入社
区“新基建”的范畴，该有什么评
判标准？专家认为，新设施是否纳
入社区“新基建”，还是要看其是
否契合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是否
具有较强公共属性，服务主体是否
明确。相关部门在制订社区“新基
建”的相关规划中，要注重设施的
基础性和前瞻性。

同时，一些新设施得以进入小
区，背后有着明显的“市场驱动”。此
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丰巢快递柜收费
问题，就曾引发小区业主“快递柜究
竟是否属于公共设施”的讨论。广大
市民希望，在借助市场力量推动社
区“新基建”发展的同时，政府应该
做好标准制定和监督管理，在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坚
持新型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

坚持改造的“公共属性”

报警系统、单元门的对讲访客管理
和门禁系统、小区重要部位的视频
监控系统等。将数据统一汇聚到智
安小区物业服务管理平台，实现物
业管理的移动化、云端化，提高物业
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同时让居民享
受智慧社区生活的便利。最后将这
些大数据进行 AI 应用，全面提升社
区综合治理水平。

海曙的智慧安防社区建设，主
要发挥三个功能：

更及时、准确地访民情、察民
意。通过智慧安防社区的建设与大
数据分析研判和社区网格化综治平
台的深度结合，及时了解社情民意。

更及时、方便地帮民困、解民
难。通过与社区警务相结合，依托
信息化技术，为社区民众提供诸如
政务信息查询、业务咨询等更多贴
心的服务。

更快更好地惠民生、保民安。
通过智慧安防社区建设，及时掌握
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口的情况，更加
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为

他们提供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同时
也能及时发现影响社区安全的各类
风险因素，更好地保护社区和群众
安全。

目前，海曙 32 个老旧小区的
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已基本完成，今
年计划再推广到 82 个小区。

无独有偶，鄞州区也开始探索
未 来 社 区 建 设 。“ 我 们 倡 导 ‘ 平
台+管家’服务模式，其实质是利
用智慧服务平台提供的大数据，实
现社区治理从传统的以‘物’为管
理重心向以‘人’为服务重心的创
新价值服务转变。通过社区数据采
集及分析，让大数据的‘政用、商
用、民用’形成新的业态产品，来
提供生活服务、社会服务、公共服
务等供给侧创新，使得社区治理的
供给侧服务平台化、扁平化，以实
现上下联动、流程透明、管控精
准、服务便捷的目的。”宁波华聪
建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
磊介绍。目前，相关建设项目已在
鄞州部分小区启动。

改造后焕然一新的老旧小区。 （市住建局 供图）

镇安小区新近安装的门禁系统。 （杨绪忠 黄佳宁 摄）汪董小区新安装的快递柜受到居民欢迎。 （杨绪忠 徐莎莎 摄） 任峥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