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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迎来“逆生长”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既利在当下既利在当下，，又着眼长远又着眼长远。。浏阳市创新老旧小区改造机制浏阳市创新老旧小区改造机制，，用好用好““党建＋微网格党建＋微网格””

““把话筒交给群众把话筒交给群众”“”“五先五后五先五后”“”“四张图四张图””等一系列方法举措等一系列方法举措，，改造工作按照安全改造工作按照安全、、功能功能、、美观三大要素蹄疾步稳依序推进美观三大要素蹄疾步稳依序推进——

盛夏时节，一篇热文在浏阳市民的微信朋
友圈内转发：“看看，《浏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三年实施方案（2020年—2022年）》出来了，2020
年，浏阳将新开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21个，
有你们那儿不？”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旧小区
改造量大面广，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考验城
市治理水平。“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既利在当下，也着眼长远，要把握
安全、功能、美观三大要求的顺序。”长沙市委常
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说，在改造的过程中，
要充分尊重居民意愿、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强
大的合力，让发展更有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

近年来，浏阳市老旧小区改造步伐明显加
快，无论是大改建，还是微改造，该市坚持“依托
民意决策改不改，依靠民情规划怎么改，依从民
力共同参与改”，力求因地制宜推进，全力实现
惠民生和促发展双赢。

走访浏阳老旧小区改造，总有一些镜头，让
人难忘：

小区道路“白改黑”改造完成那天，一位70多
岁的老人拉着老伴的手在小区散步，由于年久失
修，以前路面坑坑洼洼，每到下雨出行都是深一脚
浅一脚，老人说：“如今不仅路面宽敞平整了，小区
里更是郁郁葱葱，幸福感在不断提升。”

走访浏阳老旧小区改造，总有一些触动，令
人感怀：老旧小区里住着不少老人，他们为建设
浏阳辛勤工作，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如今，让老
旧小区配套设施完善，生活更加便利与舒适，正
是社会发展对老人们晚年生活的美好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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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固顶强基”，畅通“管网血脉”，老旧小区加速蝶变

建于 2000 年的浏阳市关口街道福
盛小区，正在发生蝶变。

这是一个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共有住户 200 多户，常住人口 1500 余
人。“最怕遇到下雨天，天花板的水漏到
屋里到处都是，床上的被褥经常被淋
湿。”小区居民寻霞家住顶层，一说起漏
水问题，她和家人直摇头。

“小区约有一半顶楼住户家中天花
板 漏 水 ，还 有 不 少 居 民 家 的 外 墙 渗
水。”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勇说，小区曾
动用维修基金对房屋进行修补，可由于
漏水面积太大，一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麻烦不止于此。道路开裂、坑洼，污
水管网堵塞，配套设施老旧……老旧小

区的通病集中爆发。
“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既是小区居

民的‘心事’，也是城市治理者的‘心
病’。”浏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要负
责人说，改造老旧小区，就是要补民生短
板。

今年4月，浏阳市正式启动对福盛小
区的改造项目，改造内容包括2万余平方
米的房屋立面、2000余平方米的平台防
水、1250平方米屋顶天沟防水、1万余平
方米的楼梯间粉刷，同时新修沥青路面、
铺设雨污管道、完善人行道、绿化、电力、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走进福盛小区，工人们正忙得热火
朝天：开挖沟渠，铺设管道，畅通小区“管
网血脉”。“下水道堵塞、楼顶漏水等棘手

问题都有效缓解了。”王勇介绍，随着施
工推进，小区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目前，福盛小区已完成主体部分房
屋楼面及平台防水，屋面和外墙“固顶”
工程和雨污分流“强基”工程进入扫尾阶
段。预计9月份，小区将完成整个改造工
作。

据介绍，浏阳市将建成于2000年及
以前、公共设施落后、影响居民基本生
活、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作为
改造对象。去年以来，经全面调查摸底，
该市将包括福盛小区在内的全市 267 个
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纳入改造项目库，
涉及改造户数 28919 户，改造总建筑面
积403.09万平方米。

正在“蝶变”的不只是福盛小区。集

里街道花炮小区作为特色产业街区的样
板小区打造，目前主体已完成60％，配套
设施完成 65％左右；淮川街道农械厂小
区作为特色文化街区的样板小区打造，
目前已完成拆违工作和部分改造工作；
淮川街道土产小区已完成雨污管网铺
设、消防栓安装、楼道粉刷，新建化粪池
污水收集……

对于居民们来说，除了环境改善，以
福盛小区为例，小区改造的红利，可谓

“真金白银”。以福盛小区为例，居民的
房子一楼出租，以前租金也就几百元一
月，如今已经涨了 200多元每月，这还只
是中等水平的涨幅。“租金最高涨了 300
多元一月，预计改造完成后，还会涨。”王
勇说。

谋划出“方子”，改造有“四图”，因地制宜施策推进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

布。围绕老旧小区改造中
需解决的问题难点，该《意
见》提炼出需要探索的“九
个机制”，包括建立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统筹协调
机制、建立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生成机制、建立

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合理共担机制等。
老旧小区改造的稳步和快速推进，

离不开浏阳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单
位的精心谋划和设计。此前，浏阳市一
直致力于顶层设计，不遗余力展开相关
机制探索，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黎春秋在走访调研城市斑点和老旧
小区之后，第一时间主持召开了全市城市
有机更新工作部署会议。在浏阳市安居工
程领导小组（市长吴新伟任组长）下设市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挥部，由常务副市
长邓阳锋任指挥长、分管副市长周耀辉任
常务副指挥长，办公室设市住房保障服务
中心，发改、住建、财政及各街道办事处等
单位为成员，形成了日常议事机制。与此
同时，该市通过制定《浏阳市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年）》《浏
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南》启动规
划编制，构建了老旧小区改造框架。

如何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合理
共担机制？该市以浏发集团为主

体，统筹上级补助、本级配
套和融资资金，建立企业投

入和业主出资的机
制 ，集 中 力 量 办

大事……

整体推“改旧”，全市“一盘棋”。浏
阳推行“四统四分”工作法，即统一设计、
分开立项，统一招标、分开预算，统一实
施、分开结算，统一验收、分开迎检。

首先为房屋主体和配套基础设施两
大项改造，做统一改造方案设计，严格按
上级补助资金来源和考核要求精准使用
资金，分开立项，房屋主体部分归口住建
部门，配套基础设施归口发改部门，使项
目更明晰，责任更明确。

对两大项统一招标，确定一个施工
队伍便于统筹规划，同时按上级资金补
助来源、审计等要求进行分开预算，使改
造工作更有实操性。

将两大项同时实施，避免改造过程中
出现盲目上马、肆意扩大改造内容、随意
拔高改造标准等情况出现，同时按上级资
金补助来源、审计等要求分开结算。

两大项统一验收，分开做好迎检资
料，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操性，做
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确保老旧小区改
造有机协调、规范高效。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行前，为加快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浏阳市开辟绿色通
道，实行“三集”机制——集中办公、集合
查验、集成审批办理。符合条件的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直接按照长沙市小额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简化审批流程执行，其中主体

项目直接按简易立项程序审批，不再

进行可研批复；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推
行工程审批告知承诺清单，全面实施“承
诺许可”，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浏阳遵照
“四图”进行。

——城市斑点图。通过前期摸底，
详细了解并制定了老旧小区项目分布片
区、分布点。

——血脉经络图。改造过程中，该市
重点完善“水、电、路、气、网、梯、安、治”
等基本功能，并以修复整治小区管网管
线为依托，引入智能化建设系统，打通小
区经脉。

——功能布局图。因地制宜、量力
而行建设“菜、食、住、行、购、教、科、文、
卫、体、老、幼、站、厕、园”等公共配套服
务设施。

——精神风貌图。根据城市历史人
文量身制订改造计划，在老旧小区改造
过程中不仅做好工程上的修复完善，更
注重维护城市传统风貌特色、地域特征
和传统街巷肌理，积极建设主题文化小
区，尤其注重业态培养、产业升级，使老
旧小区不再贫穷落后，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城市个性与历史文脉融入改造过程，
并注入浏阳地方特色。

“同时，我们按照‘五先五后’——先
规划后建设、先基础后提升、先地下后地
上、先屋顶后地面、先功能后景观的顺序
进行建设。”浏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具体选择改造内容、确定改造标准
时，根据资金投入能力，优先保障基础类
改造内容。

探索“党建+微网格”改造机制，破解“天下第一难事”

不少老旧小区的改造，涉及“天下
第一难事”——拆违。

淮川街道西正社区农械厂老旧小
区改造最先碰到的难题，便是拆违。该
小区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系原浏阳

市医药设备厂老旧宿舍区，共有房屋
26栋，住户549户，1600多人。小区住
户大部分为原医药设备厂改制老职工，
是一个典型的无物业、无业主委员会的
开放式老旧小区。

在家门口“动刀子”，能不能动得
了？

“如果再回到那时，我可能态度完
全不同。”忙完手里的活，王孟龙安静地
坐在板凳上，忆起当时情景，还有些不

好意思。
王孟龙家阳台有个加建部分，在项

目改造中需拆除，刚开始王孟龙不太愿
意。私搭乱建，王孟龙并不是独一个。

“从地面到房屋立面再到楼顶，都有居

民搭建的各类临时建筑，包括煤棚、加
建阳台……”社区负责人介绍，数十年
下来，小区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超过
160多处。

改造，得先啃违建这块硬骨头。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劝我拆掉阳台

扩建面，我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别的我
都能同意，可我家的东西不能拆。”为阻
止拆违，王孟龙用了避而不见的法子。

怎么办？浏阳将党建贯穿于老旧
小区改造全过程，形成“党建+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架构，为老旧小区工作提
供组织保障。在老旧小区改造推进中，
各社区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推选 60 余名党员担任小区“微网格
长”，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做到多方参与，多级联动。

王孟龙姐夫王继英，就是小区 10
栋的联户微网格长，自项目进驻前期工
作开始后，他带头签订了拆除历史煤棚
的委托协议书，随后一直协助社区上户
做居民的工作。

了解情况后，王继英主动做起了王
孟龙的工作。“小区改造后，不仅环境更
好了，咱房屋的价值也会提高不少，还在
乎那点加建的阳台？”他每天上门跟妹夫
聊聊天，从改造的前景到改造的计划，从
个人利益到长远之治，逐步跟他沟通。

几番劝导，王孟龙签下了拆除委托

书。“小区环境确实好多了！”随着改造
工程推进，王孟龙看到了变化，脸上堆
满笑容。

平日里，小区所在的金沙党支部党
员、“微网格长”和社区工作人员 5+2、
白加黑上户做工作，动员居民拆除违章
建筑和煤棚。拆了之后自家杂物放哪
里？拆煤棚是不是想方便外来车辆停
车？大家始终耐心劝导，向居民解释拆
违用途，最终居民纷纷签订了自愿委托
拆除协议。

居住在 10 栋的张新明，不仅自家
煤棚和加建阳台签了拆除协议，还帮着
社区和微网格长寻找无人认领的煤棚
业主。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参与下，仅仅
一周时间签订自愿委托拆除协议书的
居民就达到了130余户。

目前，该小区拆违工作已全部完
成。

以同样的模式，集里街道禧和社区
党支部和楼栋联户党员共同努力，号召
花炮小区业主积极响应改造，主动拆除
违章建筑 6000 平方米，使改造工作得
以快速推进。

如今，不仅是 2019 年开始改造的
老旧小区福盛小区、花炮小区、土产小
区完成了拆违，2020 年将新开工的 21
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也已全部完
成拆违，为项目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拆违是最难的，做完了这项工作，
后面的工作就容易多了。”浏阳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感叹。

改哪里，如何改，咋监督？把话筒交给群众

一些居民建议，淮川街道金都大厦
小区改造时解决小区内停车难。但规
划车位涉及小区内花池的拆除，居民邹
伏初不同意。邹伏初从事园林护理工
作多年，对小区花池有感情，花池增绿
补绿的时候他种下了绿苗；花池无人监
管的时候，他主动修理绿篱浇护树木。
为了增加停车位而拆掉小区的这片绿，
他接受不了。

了解情况后，淮川街道城建办和朝
阳社区工作人员找到他，协调在保留且
优化绿化的情况下，合理设计居民休闲
区并增添车位。邹伏初接受了，并根据
自己多年的园林工作经验，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还主动担任起小区的改造项
目监督员。

“不少居民所提意见中肯，有助于
提升改造工程品质。”朝阳社区负责人
深有感触。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千家万户，各种

诉求不断。对于“改哪里，怎么改”的问
题，每户居民都有自己的想法。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浏阳将话
筒交给群众，“改哪里，怎么改”居民群众
一起议。同时，各微网格长发挥“四
员”——政策法规宣传员、民情信息收集
员、和谐稳定促进员、推动发展引领员作
用，搭起了部门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

在淮川街道城西社区土产小区、北
园社区黄泥湾小区、朝阳社区蜜饯厂宿
舍等小区，微网格长全面开展入户调
查，指导居民填写征求意见表。社区整
合各方意见，形成具体可行、广为接受
的改造框架。期间，还召开微网格议事
会，当面听取群众合理化建议，通过线
上线下传递“微话筒”，广泛听民意、聚
民智，从而确保改造内容、改造流程和
改造效果精准。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淮川街道不仅
摸索出了“党建+微网格”“把话筒交给

群众”等方法，将其常态化，还采取“民生
吹哨、部门报道”方式，将话语权进一步
交到群众手中。

在这个过程中，微网格充分发挥听
取群众意见、搜集群众诉求、了解群众
困难等方面的“探头”作用。

接下来，对微网格收集到的民生问
题，所在微网格按普通、难点和特殊进
行分类，分别吹响街道“内部哨”、单位

“日常哨”和部门“集结哨”，并根据诉求
强烈程度和问题复杂程度分为“普通民
生问题”和“综合整治项目”。普通民生
问题由街道办所或社区自行解决，综合
整治项目则由街道统筹调度相关市直
部门或其派驻机构来“报到”集中解决。

微网格“吹哨”，部门来报到，确保
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事事有人管、件件
有落实”。

截至目前，淮川街道辖区各个微网
格通过“吹哨”的方式，已累计解决各类

民生问题 279 个，包括老旧小区拆违、
天然气难入户、排水不畅、路灯损坏、房
屋漏水、楼顶种菜、噪音扰民、围墙修缮
等，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提升。

在集里街道，各社区党总支在每
个改造小区设立“民意会客厅”，充分
征集居民意见，对小区改造设计方案
反复修改；每一个楼栋单元遴选出 1
至 2 名骨干联户党员，负责小区业主
联系联络、居民意见征集反馈等工作，
使全体居民形成“小区是我家，管理靠
大家”的意识，为改造项目顺利开展争
取了主动。

……
“国家政策、施工进度、技术难点

……政府怎么安排的，老百姓怎么想
的，我们做好传达、沟通，推动问题解
决。”集里街道有关负责人说。

协商改旧，并没有影响工程效率。
“我们店门口的台阶缺了一块，以前运

货的时候经常出现小腿被划伤的情
况。”花炮小区一门店老板说，一经反
映，缺口被补好了，再也不用担心受伤
了。在老旧小区黄泥湾小区，为保证居
民夜晚出行安全，社区采取地毯式检
查，更换了所有损坏的灯泡……

小区“颜值”不断提高，家住花炮小
区的张女士就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变
化。“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经常和我们商
量。”张女士感叹，以前楼栋过道里面堆
满了废弃的装修材料，影响出行，向社
区反映后，楼道间的杂物被清理干净，
居住环境变好了，心情也变好了。

各街道办事处坚持“改造提升”与

“居民自治”双同步，倡导“共建、共治、
共享”的理念，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巩固
了老旧小区改造成果。

每个改造小区由街道城建、综治、
社区党总支和小区业委会抽调专人，组
成小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和临时党支部，
将支部建在项目上，每周一碰头、每季
一调度，有力推动改造顺利进行。同
时，各业委会推举业主代表担任工程监
督员，严把质量关，认真监督施工单位
是否规范和标准作业。

项目竣工后，各业委会还将负责对
项目进行长效管理和维护，让老旧小区
改造经得起群众检阅和时间检验。

立面改造即将完工的集里街道花炮小区。范远志 摄

改造中的关口街道福盛小区。 范远志 摄

7月24日，淮川街道西正社区。义务监督员陈南其

（左二）和居民们一起与工程方对接商议施工疑难问题。

范远志 摄

在原市物资局宿舍居住了40年的85岁老人陶兰英

告诉记者，楼道里漏水的木格子窗户今年换成了崭新明

亮的铝合金推拉窗。 范远志 摄

淮川街道西正社区，施工材料被围挡并有序堆放，居

民们畅通出行。 范远志 摄

7月25日，集里街道花炮小区，超市老板黄仲辉看

着破损的外墙焕然一新。 范远志 摄

7月24日，长兴福盛小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

现场。 范远志 摄

美丽的浏阳河，环绕着浏阳城区广厦千万间。

淮 川

街 道 西 正

社 区 医 药

设 备 小 区

召开“微网

情深”面对

面恳谈会，

共 商 清 理

煤 棚 推 进

小区改造。

城东社区政府中行小区开展第167期“把话筒交

给群众”活动，收集到老旧小区改造意见10余条。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浏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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