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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5

停车难有无新解法？
犬类扰民能否根治？
如何防范外墙脱落风险？

政协委员现场提问。记者 崔引 摄

全市现有 2000 年（含）
以前交付的老旧小区共
870 个、4235 万平方米，这
些老旧小区普遍存在配套
设施建设不足、基础设施老
化、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停车难、易积水、生活不便
等问题尤为突出。
老旧小区附近的闲置
土地能否建成临时停车场，
以缓解小区的“停车难”问
题？小区的装修垃圾清运
是老大难，可否推动与生活
垃圾清运一体化？家园变
成“动物园”，各种不文明养
犬现象屡见不鲜，有无办法
根本解决违规养犬问题？
昨日下午，市政协召开
全市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
造工作协商交流会，180 余
位在甬省政协委员、市政协
委员和市相关部门负责人
等出席会议，12 位政协委
员围绕老旧小区物业管理、
停车难、不文明养犬、加装
电梯等市民关注的问题，现
场向市住建委、市公安局、
市国土局等相关部门提问。

就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
政协委员昨对话相关部门

可利用闲置土地解决停车难，
但关键还在内部挖潜
“不少老旧小区周边有一定的闲置用地，这些土地
可否利用起来，以有效解决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推
进土地使用价值最大化，解决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呢？”
政协委员杨文鸽现场提问。
市国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杨文鸽委员所说的“闲
置土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有土地使用权人的闲置
土地，要促使开发利用；另一类是无确定土地使用权人
或使用权人是政府的闲置土地，
要充分利用。

这名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7 块类似闲
置土地被充分利用起来，建设了停车场，
“贡献”了 3000
多个停车位。还有一些没有合理利用的“边角料”，将在
此次全市老旧小区整治改造过程中，与规划、住建部门
配合，
尽量充分利用起来。
不过，这名负责人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停车难问
题，单靠闲置土地利用比较难，
“还是要通过挖掘小区内
部潜力，
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如建设立体停车库等方法。
”

家园快成
“动物园”
，不文明养犬能否根治？
前不久，鄞州区一名保安因被狗咬得了狂犬病而死
亡的新闻引发社会极大的关注。政协委员冯国铭从这
一例子说起，向市公安局发问：
“不文明养犬问题越来越
严重，虽然目前全市在开展违规养犬行为专项整治，但
整治是不是来得有点晚了，声势是不是还不够大，有没
有办法根治呢？”
“这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现场坦承。据统计，全市共有犬类 30 余万只，限养区
内 犬 类 1.5 万 余 只 ， 2004 年 至 今 全 市 已 整 治 300 多
次，今年和住建、农办等多个部门联合整治，已处置
收捕 1278 只、登记 2533 只，纠正 1500 多起不文明养

犬行为。
“但确实存在取证难、执法难的问题，限制了整治的
效果。”这名负责人表示，除了需要防疫检疫、社区等各
方合力外，犬类收容留置也很难，
“宁波没有收容留置中
心，
现在只能寄养在私人场所，
容量也很有限”
。
这名负责人表示，我市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从根
本上解决犬类问题，争取到年底流浪犬全部收捕，对违
规饲养的大型犬，当事人要自行处理好，否则一律也收
捕，而且全部犬类都植入芯片，实现信息化管理，便于确
认主人、强化管理。此外，我市将抓紧解决收容留置场
所缺乏的问题。

外墙脱落成
“高空杀手”，
我市正探索建筑外墙的保险监管
不少老旧小区的建筑外墙已到了设计使用寿命的
“中老年期”，问题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协委
员毛坚说，今年海曙区协作大厦的建筑外墙脱落事件就
颇受关注，
“ 市住建委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怎么规划考
虑建筑外墙日益严重老化的问题？”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建筑使用年限的增
长，建筑外墙的问题已成为城市的“高空杀手”，特别是
建筑外墙具有不确定性，
难以预防。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住建委今年开展了建

筑幕墙的全面排查工作，截至 9 月底，共排查住宅建筑
2.24 万幢、外墙 3183 万平方米，非住宅建筑 5262 幢、外
墙 1255 万平方米。
“我们将利用宁波作为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平
台优势，
积极探索建筑外墙的保险监管。此外，
强化源头
管控，
对外墙材料选用、施工工艺、设计要求等，
提出了明
确的指导意见，
比如严禁使用国家、浙江省明令禁止与淘
汰的材料与设备，
严禁使用禁限目录中的墙体产品等。
”
市
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房伟 通讯员 孙悦铭

我市推进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年底前老旧小区
“民生顽疾”
有望得到遏制
目前，中心城区老旧小区“脏乱差”整治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
住建部 8 个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小区中，
6 个计划于 11 月底前完成改造任务，另外 2 个也已
完成各项前期工作……这是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
的我市中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作推进
会上获悉的。到今年年底前，我市将实现老旧小区
“民生顽疾”得到有效治理，环境状况得到显著改
善，实现
“半年大变样”。

推进整治改造，
老旧小区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今年 8 月，我市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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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和行动方案均
以 2000 年前建成交付的住宅小区为重点改造或整
治对象。根据部署，我市已完成第一阶段整治改造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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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区域垃圾乱推放、公共绿化毁绿乱
种养等问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实现了“9 月
底初步见成效”
的目标任务。
8 个住建部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小区中，目前海

曙、江北的 6 个小区已于 9 月份开工建设，计划 11
月底前完成改造任务，鄞州区繁裕新村和民安小区
也已完成前期准备。
在老旧小区整治改造中，我市涌现出了不少特
色做法。例如，海曙区白云街道玫瑰苑小区由 46
名退休老年人组成“眼镜督导队”，用纸笔记录开出
提醒式“罚单”，及时联系车主进行劝导挪位，取得
很好反响。
江北区积极探索综合执法进小区，以及物业服
务领域党建引领工作，
推广党员干部
“红黑榜”
制度，
并在全市率先出台《居民小区（村）易发违法事项执
法清单》。
鄞州区白鹤街道创新开展“老屋新生”行动，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环境改造，提出“369 社区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法”，着力提升基层社区综合治
理水平，致力打造“清爽老屋”
“ 健康老屋”
“ 慢享老
屋”
“共治老屋”，逐步由“社区单一管”向“自治一起
管”
转变，
取得了明显成效。
镇海区探索区、街道和业主“三方众筹”改造老
旧小区，业委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激励小区业主
参与公共管理，
提高公共收益的积极性。
北仑区由电信牵头施工，广电、联通、移动共同

配合，企业出资，政府补贴，已完成 11 个小区的架
空线
“上改下”
。

老旧小区
“民生顽疾”
，
年底前有望得到遏制
当前，我市老旧小区环境整治已经进入第二阶
段，
重点开展
“促五修、查五违”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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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我市将加快各项目的启动和实质性
推进，确保年底前老旧小区“民生顽疾”得到有效治
理，环境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得
到基本遏制，实现“半年大变样”。同时，确保中心
城区试点改造的 8 个小区按时完成改造工作，为全
市乃至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样板。
此外，力争年底前在“加强党建引领、物业行业
管理、物业专项资金全覆盖、推进部门联动”等四方
面机制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同时配套建设物业服务
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并同步运行。
记者 周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