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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管”“管不好”,“死循环”如何破

如何破解老旧小区“四老一差”困局？

“新华视点”记者郑钧天、李继伟、杨绍功

垃圾随意丢弃、车辆乱停乱放、流动
商贩随意出入……当前，有的老旧小区
根本没有物业管，有的物业管得很差。一
些居民因物业“服务差”不缴费，而物业
也往往以“入不敷出”为由敷衍了事。

在全国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中，补齐
物业管理服务短板、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呼
声甚高，多地推出了相关政策和措施。

引进物业提升管理，强行

清退不合格企业

据了解，不少 2000 年前建设的老旧
小区都是出售的公房，由地方国企下属
的物业公司托管，除了保洁等基本服务
外，几乎没有物业管理。目前，一些小区
在完成基础设施改造后引进了物业公
司。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市交通局家属院
小区居民刘小英说：“以前刮风一身土，
下雨一身泥。现在引入物业公司后，路面

平坦干净，车辆停放齐整；原来杂草丛
生的空地被改造利用。”

此外，各地通过专项整治，强行让
一些服务质量差的企业退出。“我们通
过奖优罚劣，调整退出 20% 能级低、
服务差的物业企业。”上海市虹口区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虹口区还对各物
业服务企业及相关住宅小区开展问卷
调查，形成 164 家物业服务企业满意
度得分及排名，不达标的物业服务企
业无法拿到“达标奖金”。

“现在物业公司服务态度比以前
好多了。”上海市虹口区玉四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卢戈润说，“服务水平提升
后，这两个小区业委会已经同意把物
业费提高 20% 至 30%。”

此外，针对老旧小区“无管”“失
管”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实行托底。南
京市栖霞区在全区 9 个街道均成立物
业公司，托管全区 153 个老旧小区和
59 个保障房小区，覆盖全区住宅小区
总数的 70%。

死循环如何破解？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旧小区引入
物业后，管理运营情况仍存在困境，如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比例不高，物业费
面临提价难、收缴率低等问题。

记者在南京市采访发现，有的改
造后的小区后续管理不到位，仅实现
基本保洁，停车、绿化、安保等无人管
理。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老旧小区整
治后，引进市场化物业的不到 10%，
已经成立业委会的只有 20% 左右。
“大家意见不统一，谁也做不了主。”

“物业费不提高，反过来又影响物
业服务的质量，形成恶性循环。”河北
省衡水市方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吕研说，很多老旧小区的居民缺乏
服务交费观念，这让部分小区物业管
理工作难以持续。

“改造社区及后期维护必定会新
增费用，钱从哪儿来是个难题。”龙湖
智慧服务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探索：打包合并 、

居民自治、政府“托底”

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难题，
目前多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一些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模式。

——— 合并实现“大物业”集中管
理。针对老旧小区不成规模、物业公司
不愿接管的难题，河北邢台将老旧小
区“化零为整”，将无人管理、无人清
洁、无人维护的多个相邻老旧小区，
“打包”交由物业公司管理，在保洁、秩
序维护、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 搭建居民自治共治平台。成
都市将成立小区自治组织，如建立社
区联席会议等方式，作为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的前置条件，让居民充分协商，
对小区管理模式、物业管理公司形成
一致意见。

——— 政府“托底”。南京市物业办
副主任童龙声表示，一些老旧小区的
管理暂时仍需政府“托底”。南京市栖
霞区住建局物业科科长李秀东介绍，
公益性物业公司托底之后，老旧小区
和保障房小区的物业费是每月每平方
米 0 . 4 元，而其他小区普遍在每平方
米 1 . 9 元左右。

多位受访的物业企业及部分街道
负责人认为，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维护
都需要投入大量经费，短期内政府可
以提供一些专项补助，但长期看，还需
居民提高对物业服务价值的认识，通
过依法、公开、居民协商的方式合理提
高物业费，并督促物业公司提升服务
水平，让居民生活更方便、更舒适。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4 日电

“抢位大战”循环上演，“停车难”如何解

老旧电梯超 10 万部，改造维护如何推

“新华视点”记者董建国、程士华、刘良恒

老旧小区多是 2000 年以前建成的，
往往规划建设时就没有对公共停车区域
进行合理规划。“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目前，至少有十多个省市的老旧小区
改造方案明确把增加停车位作为重点。
当前各地推出的政策，能否缓解这一历
史遗留的难题？

盘活土地是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河南、浙江、福建等十多
个省市的老旧小区改造方案明确把增加
停车位作为重点。河南省提出年内力争
完成三分之一的老旧小区改造；杭州计
划到 2022 年底改造约 950 个老旧小区，
内容包括停车设施改造。

盘活土地是各地老旧小区停车位改造
的重中之重。杭州提出，将全面整理既有边

角地，为小区内道路微循环、停车位等提
供空间；南京市将借助人防工程，在老小
区或周边进行地下停车场建设。

停车位改造需要资金投入，福州、
南京、长沙等地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老旧小区停车设施建设。

内部挖潜，外部整合资源

多地有关部门表示，破解老旧小

区停车难，“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挖
掘内部资源，通过盘整空地、重新规划
的方式增加停车位；另一方面，整合周
边公共区域，采取周边区域设立“潮汐
车位”等措施增加停车位。

不少小区通过“微循环”的方式对
道路、绿化等进行重新规划，利用小微
地块增加停车位。在合肥绿怡居小区，
通过对部分绿地进行地面硬化改造，常
设车位从不到 500个增加到 1100个。

福州光明世家小区建于 2000 年，
当时开发商仅预留了 100 多个车位，
而目前小区有三百多辆私家车。社区
主任郑爱霞介绍，2018 年小区改造，
征求业主同意后，“硬化”结合“绿化”，
将草坪改成了种树，“挤”出了 130 多
个停车位。

但是，“再怎么努力也是螺蛳壳里
做道场，车位永远不够用！”这是很多
城市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感受。仅
仅靠小区内部的空间，永远无法满足
居民的需求。因此，整合公共区域、协
调更多临时车位，成为很多地方的重
要选择。

位于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和新石
中路交口西南角的新石小区外，南北
两侧慢车道标划了 20 多个“潮汐车
位”。据介绍，这些潮汐停车位只允许
每日 20时至次日 7时前临时停放，每
日 7时至 20时禁止停车。“以前每天
晚上回家都要找车位，现在烦恼大大
减轻了。”新石小区居民魏冬梅说，这
些停车位能免费停车 11 个小时，切实
解决了回家停车难题。

资金谁出？方案谁定？

目前，多地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还是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为主，社会
和居民参与较少。福州市房管局副局
长顾巍说，福州老旧小区改造费用基
本上是由市、区财政按照 1：1 比例投
入，仅 2018 年改造资金即达约 7 亿
元，“老旧小区改造是长期的渐进过
程，仅靠财政投入过于单一，地方财政
压力较大。”

长沙岳麓区今年计划投资 3 亿多
元对 10 个老旧小区进行提质改造。
“原想通过拆迁腾出土地建设立体停
车库，但是拆迁成本相当大，如果不搞
商业开发，成本根本负担不起。”长沙
市岳麓区城乡和住房建设局副局长曾
向阳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马
林建议，老旧小区解决停车难题，要加
强对周边公共空间的整合。他建议推
进共享停车，利用智慧停车技术，将住
宅区、机关单位、周边写字楼、商场和
路边停车位等资源打通。

“城市规划要通盘考虑停车问题，
需‘开源’，也要‘节流’。”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副会长胡志刚建议，可尝试用市
场化的办法解决停车场建设与经营，
谁投资谁定价，运用收费调节车辆停
放与停车泊位供求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李劲峰、柯高阳、朱筱

各地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中，
电梯改造成为重点。业内人士保守估算，
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 15 年以上的老旧
电梯数量超过 10 万部。仅辽宁一省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初，全省使用年限
超过 15 年的老旧电梯达到 6025 部，预
计到 2021 年还将新增 2 . 1 万部。全省出
现事故的电梯中，80% 以上是老旧电梯。

如此大规模的旧电梯改造，谁来主
导？如何推动？钱从哪儿来？“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三大“痛点”：改造标准、

资金筹集、长效管理

使用多久的电梯应该进行维修改

造？动辄数万、数十万元的改造资金从
何而来？改造后电梯运营维保如何保
障？针对普遍存在的“痛点”，不少地区
纷纷出台政策进行破解。

——— 明确老旧电梯改造标准。福
建、杭州、深圳等地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都要求，电梯使用年限达到 15 年时，

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论
确定继续使用电梯的条件或对电梯进
行修理、改造、更新。重庆、南京等地要
求，使用 10 年以上需继续使用的，除
每年定期检验外，还应进行安全评估。

“电梯安全‘三分靠质量，七分靠保
养’。”一位特种设备业内人士表示，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电梯每年都应接受
定期检验，检验合格即可继续使用，保
养好的电梯用上百年都能正常运行。

——— 明确电梯改造资金筹集渠
道。老旧电梯维修、更新动辄上万元甚
至数十万元。多数地区明确，电梯改造
资金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或者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由所有权人分摊。

深圳市今年计划市区两级财政投
入经费近 1 . 1 亿元，对 7100 余部老
旧电梯进行免费安全评估，对 745 部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进行补助。重
庆市渝中区按照“业主负担 1/3、区级
财政负担 1/3、市级财政负担 1/3”的
比例落实改造资金。

——— 设立电梯长效管理机制。良
好的维护保养以及长效管理机制，才
能彻底消除电梯安全隐患。浙江省提
出，推行电梯“保险+服务”，探索建立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用于投保电梯全生
命周期综合保险的工作机制。湖南省
规定，研究制定电梯轿厢广告收入使
用办法，补充电梯维修资金。

江苏省无锡市要求，纳入整治工
程、申请政府补贴的老旧电梯需建立
电梯“养老金”。这笔“养老金”由房屋

产权人按每户 540 元的标准预缴并存
入电梯维修专用账户。

难点：保养质量、强制性

安全评估、电梯“养老”基金

业内人士介绍，定期检验非常重
要，但随着电梯数量迅猛增长，特种设
备检验机构人员数量难以满足需求。
此外，市场上电梯维保从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去年西安“电视问政”栏目
曝光，正常完成一部电梯年检至少要
两小时，西安市特检院工作人员一个
半小时就检查了 6 部电梯。

长期从事电梯监管的武汉市特种
设备监督检验所原副所长黄祖辉建
议，完善电梯维保从业机构诚信体系，
设立电梯安全事故维保单位“黑名单”
制度，同时增加专业检验服务市场供
应，让安全隐患能早发现、早排除。

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
种设备监管科科长陈宏表示，破解老
旧电梯改造资金难题，需要探索将社
区停车位、电梯广告等部分公共收益
纳入电梯维修改造基金，设立电梯“养
老保险”。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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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新华社发 王鹏作

新华社记者李劲峰

各地正在推进的老旧
小区改造，有望让众多小
区居民告别街老、院老、房
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的
“四老一差”困境。面对基
层推进过程中基础参差、
诉求各异、标准不一等诸
多挑战，老旧小区改造要
“面子”更要重“里子”，方
可让改造后小区“好看”更
“好住”。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
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对城镇老旧小区，要大力
进行改造提升。据住建部
介绍，经过初步摸查，各地
上报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
区 17 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将老旧小区内
道路、供电、绿化、照明等基础设施，养老抚
幼、便民市场、加装电梯、增加停车场等服务
设施，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内容，这既是顺应群
众改善居住环境的迫切希望，也是扩大投资
激发内需的重要举措。

眼下各地老旧小区改造已全面铺开。在
实践中存在“面子”与“里子”、“硬件”与“软
件”、“多数”与“少数”统筹不足等问题，让不
少老旧小区改造得“好看”，却很难做到“好
住”。

一些地方热衷于墙面刷新、杆线整治、小
区亮化，“面子”上旧貌换新颜，但整治违建、
楼道卫生、电梯加装、管网改造等“里子”问题
依旧。有的地方偏重于小区增加健身设备、扩
大绿地面积、修缮街亭道路等“硬件”改造，但
对引进完善物业管理、培育居民付费习惯、建
立长效运营机制等“软件”建设配套保障不
足。面对小区多元诉求，不少地方在小区电梯
加装、车位改造等工程中，难以统一居民意
见，常常出现“一户反对，全院搁浅”等现象。

出现这些问题，背后有的是工作挑“显
眼”的干，片面追求政绩，重视见效快的“面
子”，忽视挑战大的“里子”；有的是忽略改造
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对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难
点把握不足；有的则是对群众工作方式方法
应用不够、不熟，难以在多元诉求中统一思
想，化解矛盾。

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关键在做好“里
子”工程，需要增强问题导向意识。有限的资
金投入，居民的迫切需要，使老旧小区改造不
可能大干快上、全面铺开。必须围绕群众最关
注的需求、最吐槽的难点，将“好钢用在刀刃
上”重点突破，不做“表面功夫”，真正做到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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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 新华社发 程硕作

“痛点” 新华社发 徐骏作

老旧小区“微改造”

留住“城市里的乡愁”

郝雪梅

很多城市都面临老旧小区改造问题，但
各地的改造思路大不相同。

有一些地方认为，老旧小区影响市容市
貌，已经没有改造的价值，只能“推倒重来”。可
从现实来看，老旧小区的住户大多是老年人，
他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居住方式，也有不少
难舍难分的老邻居，如果简单地“推倒重来”，
势必牵涉搬迁，也有可能制造新的问题。

还一些地方采用的是“脱胎换骨”的思
路，结果让老旧小区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很
多人的记忆因此丢失。其实，有些小区虽然陈
旧，却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它们是城市记忆的
一部分，维系着“城市里的乡愁”。我们在大力
度开发城市的时候，应留下这些美好的记忆。

相较而言，广州对老旧小区的“微改造”，
是一种更温和的思路。广州市的做法是，立
足老旧小区的现实，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基
础上，对老旧小区进行“小手术”。比如，给一
些老旧小区的老屋贴上青砖，换上铁门；对
老街进行艺术设计，给围墙绘上岭南风情
画，打造党建服务一条街景观等。“微改造”实
现了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和改善人居环境二
合一的目的，为城市留下了有迹可循的记忆
和看得见的乡愁。

“微改造”里有小民生和大情怀，反映了一
座城市的执政理念和为民情怀。把“微改造”的
事情办好，既能方便市民生活，还能弘扬城市
文化，留住“城市里的乡愁”，可以说是一举多
得的好事情。希望各地能结合自身实际，制定
最符合群众利益的老旧小区改造方案。

各地正在推进
的老旧小区改造 ，
有望让众多小区居
民告别街老、院老、
房老、设施老、生活
环境差的“四老一
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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