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老旧小区改造是当前国内民生热点之一。
记者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走访了解到， 通过
精准解决老旧小区“老大难”问题、组织群众参
与改造、精细化推进长效改造等，努力“让民生
工程真正得民心”。

在广厦社区主任王军看来， 老旧小区改
造要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就要让群众广泛参
与其中。记者在南昌市西湖区看到 ，这里的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有群众的热情参与，也有
在施工改造后进行长效管理维护的探索。在
南昌市西湖区，不少老旧小区正在探索“‘单
元门’内物业服务、‘单元门’外公共服务，‘门
内门外’行政管理全覆盖”的管理模式。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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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是老旧小区常见的“四老一差”困局，
不仅成为小区居民的一桩“心事”，也是现代化城市及社区治理的一大“心病”。

2017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广州等15个城市启动了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试点。截至2019年5月底，各地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17万个，涉
及居民上亿人。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者，老旧小区不应被遗忘，但改造工作面广
量大，改什么、怎么改、改后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考验城市治理水平。

“

� � � � 位于江苏南京玄武区红山路的十字街小
区建于20世纪90年代， 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
米， 约有1800户居民。 据小区居民徐开健介
绍， 刚入住时小区整体环境尚佳， 后由于车
辆增多、 房屋老化、 人员变化， 小区“脏、
乱、 差” 等现象愈发严重。

2017年，该小区历时近半年，投入3000
余万元，完成了环境整治、房屋整修、基础配
套改造等40余项整治内容。现在小区环境整
洁，道路宽敞，曾经的垃圾死角已不见踪影。
“居住环境变好后， 大家也不好意思再破
坏。”徐开健说。

老旧小区情况各异，因民所需、因地制宜
成为改造“法宝”。2017年，广东广州海珠区兰
蕙园小区开展老旧小区“微改造”。改造中，水
管老化、“三线” 交织等几十项居民反映强烈
的意见被收集上来。“围绕居民痛点， 先干什
么、提升什么，有了路线图。”海珠区素社街道
办事处主任庄婷婷说，小区改造面积2万平方
米， 涉及资金600万元，“每分钱都争取用在
‘刀刃’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在此前
的吹风会上介绍，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主
要分三大类：一是保基本的配套设施，包括
水、电、气、路等；二是提升类的基础设施，包
括公共活动场地、配建停车场、物业用房等；
三是完善公共服务类的内容， 包括养老、抚
幼、文化室等设施。

截至2018年底， 全国试点城市共改造老
旧小区106个， 惠及5.9万户居民。 北京、 上
海、 广州、 杭州等城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2018年全国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已完成1万多部。

相关链接

老旧小区改造
各有各的招

� � � �目前，上海从改善居民卫生设施着手，旧
区改造模式从“拆改留”升级到“留改拆”，在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城市
历史风貌。

据悉，上海旧区和旧住房改造历经三个阶
段。前两个阶段以“大动迁”和“大拆迁”为主，新
一轮从“拆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到“留改拆并
举、以保留保护为主”。上海的特色建筑，例如小
里弄、石库门和老弄堂等，传承城市记忆，是上
海文化的重要载体，部分建筑已有近百年历史。
“变以往的‘拆改留’为如今的‘留改拆’，是上海
城市建设及更新思路的升级。应留的必须留，作
为‘留改拆’工作底线，必须保留保护好历史风
貌和历史建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主任黄永平说。

上海：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

南昌： 让民生工程真正得民心

从整修房屋到加装电梯
因民所需、因地制宜成“法宝”1.

� � � �记者采访了解到，老旧小区改造的流
程包括计划制定、资金统筹、综合协调等
环节。在这过程中，居民意见统一、老旧设
施更新、资金筹集渠道等是多地面临的共
性问题。

———居民意见不统一时有发生。“因历
史遗留原因，老旧小区地面及楼顶有较多违
建，施工队拆除时，常遭到居民反对。”南京市
玄武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物业管理科科长
潘永祥说，加装电梯更是如此，不同楼层的业
主诉求不同，很难达成一致的意愿。

为深入了解民意，在整治前，玄武区召
开多场居民议事会征求意见，在整治过程中，
有关街道还会提前公告设计方案和展示样
品，并设立咨询台、意见反馈箱等了解居民需
求，及时优化方案。

———改造牵涉单位多， 协调难度大。
“三线” 整治一直是改造中难啃的“硬骨
头”。“管线混乱是旧城普遍现象， 一般而

言，迁改费用由各管线单位分摊，但由于这
些单位多为垂直管理，协调难度大。”广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处
处长赖永娴说，为此，广州出台“三线”整治
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 明确整治
牵头模式、技术规范及费用分摊方式。

———改造资金筹集渠道单一。记者调研
发现，目前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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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发展规律，该项工作点多
且持续时间长， 单纯依靠财政资金压力较
大。”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办公室主任贺
剑峰介绍。

为持续推进小区改造， 广州等地探索
建立“以政府投资带动企业、 居民共同出
资”的资金筹措机制。对于水电气等基础配
套设施，由财政专项资金加以保障；对于提
升类项目，则鼓励居民通过自筹、房屋维修
基金等渠道筹集部分资金。

改造力破“三大难题”2.

� � � �小区环境改善后，居民更加追求有序的
社区秩序、融洽的邻里关系。以老旧小区改
造为载体，厦门建立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
会、物业企业三方联动机制，进一步增强老
旧小区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
感，将“生人社会”打造为“熟人社区”。

多位基层人士认为，老旧小区普遍存
在居民收入不高、出资意愿低、硬件条件
先天不足等问题，改造后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任重道远，需要社区、物业、小区等主体
共同形成合力。

十字街小区成立业委会后，招聘了南京
苏宜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该公
司负责人陈海亚表示，“进驻后，我们主动
为居民服务，尤其在改造期间做好保障工

作，现在物业费收缴率已经超过80%，停车
场的收费率达到100%。”

在广州，涉及改造的社区成立“建设管
理委员会”，搭建公众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平
台，并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长者综合服务
中心、母婴室等便民设施场所建设相结合，
推动实施“微心愿”、社区学堂等互助项目，
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

“老旧小区改造远远不仅是一个建设
工程工作，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治理、基层组
织动员工作，需要发动老百姓共谋、共建、
共管、共评、共享。”黄艳表示，在这过程中，
政府一定不能大包大揽， 而要加强政策支
持，引导发动居民积极参与。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从“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
改造意在构建长效机制3.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