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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卡在哪？
申报审批难 资金筹集难 业主诉求协调难 居民需求强烈却进展缓慢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来临，
对城市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加装电
梯的需求日益强烈。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
市已先行探索，鼓励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但
“新华视点”
记者采访
了解到，这项备受关注的民生工
程在不少地方推进缓慢，有的业
主申报审批“无人受理”，有的社
区拿到批文却筹集不到资金。

这样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求
量，
至少上万部。
南京市推进加装电梯不到
两年，累计已有 1121 部办理规
划 审 批 手 续 ，365 部 已 经 完 工 。
但相对于全市约 2 万部老旧小区
单元的巨大市场需求而言，依旧
“任重道远”
。
广州从 2012 年开始推进电
梯加装工作，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
5 月份，广州市旧楼加装电梯已
经达 3000 多部，然而全市加装电
梯需求量预计在 4 万多部。

加装电梯存三大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加装电梯

加装电梯居民需求强烈，
的流程包括征集业主意见、安装
部分地区推进缓慢
公司设计方案、政府部门审批通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加装电
梯，各地老旧社区居民需求强烈，
但普遍推进较为缓慢。
位于武汉汉口的香江新村是
一个 1998 年建成的老小区，退休
老人较多，上下楼梯不方便，
居民
商议对部分单元加装电梯。13
栋居民黄先生说，
去年，
居民业主
全体同意签字件、电梯公司设计
方案相关手续都已报到区里，但
至今没有音信。
武汉一家电梯安装公司负责
人估算，在整个武汉，像香江新村

过、施工建设转交维护等四个环
节。各地推进缓慢的原因，除部
分老旧小区自身存在建筑条件限
制外，
主要有三大难题。
—— 申 报 审 批 难 。 截 至 目
前，
湖北武汉、江苏苏州等不少城
市加装电梯规范性文件尚未出
台。苏州一些小区居民和物业公
司找到发改、
住建、
规划等部门，
没
有部门受理，
因此无法申报。苏州
有的小区私下安装电梯，
因未完成
审批流程等因素，
被市场监管部门
拆除相关部件暂时停用。

武汉市特检所原副所长、
电梯专家黄祖辉介绍，电梯加
装涉及住建、规划、消防、城管
等诸多部门，各地政府制定加
装电梯规范政策时，需统筹考
虑加装电梯技术标准制定、政
府牵头责任部门、财政补贴标
准等，
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但
面对迫切的民生需求应加快政
策配套。”
他说。
——资金筹集难。记者在
南京、武汉等地采访发现，包括
采购、施工建设等成本在内，
老
旧小区加装一部电梯的普遍报
价在 40 万至 60 万元。尽管多
地已出台财政补贴政策，
但仍需
居民承担大部分费用。很多老
旧小区居民都是退休老人，
收入
不高，
一次性支出数万元颇有压
力。南京市一位街道负责人说，
有的小区虽然拿到规划许可和
施工许可证，
但因为费用难以解
决导致工程不断拖延。
此外，管线迁移等公共服
务收费偏高，也是造成电梯加
装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武汉一家电梯安装公司负责人
介绍，
加装一部电梯，
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1：500 地形测绘
图两项收费均要 1 万多元，供
水、供电管网改造至少要 8000
多元，煤气管道改造 1 万多元，
“ 一 部 造 价 45 万 元 的 加 装 电
梯，这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公
共服务收费至少得 5 万元”。
——业主诉求协调难。根
据物权法规定，改建、重建建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经专有
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北京、广
州、南京多地在审批中，都要求
加装电梯单元三分之二及以上
业主同意。然而实际操作中，
常常出现一户反对全楼搁置的
情况。
业内人士介绍，电梯加装
的前提条件是多数业主同意，
但因为不同楼层的业主往往诉

求不同，加上缺乏有效组织，很
难达成一致的意愿。

多 地 区 探 索“租 赁 电
梯”，
政府与业主需形成合力
记者采访发现，针对当前
加装电梯的难题，一些地方政
府已积极展开探索。
今年 8 月中旬，
《武汉市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实施意
见》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武
汉市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相关实施政策将很快出台。此
外，天津、苏州等地也在加快推
进设计原则和规范政策制定。
针对电梯建设资金筹集问
题，多地明确对加装电梯给予
财政补贴。同时，北京、南京等
地正在探索
“电梯租赁”
模式。
在北京市海淀区，
老旧小区
探索电梯租赁，业主自愿、企业
出资、免费安装、有偿使用。业
主按月缴纳费用，
平均每月每户
收费 200 元左右。加上电梯广
告收入，
将有效减轻业主负担。
济南市针对加装电梯业主
意见难统一的问题，建立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议事制度，为解
决业主之间对加装电梯的意见
分歧创造条件。
“地方政府推进加装电梯
工作，核心是要制定相应规范
标准，确定牵头统筹部门，畅通
加装电梯审批通道。”黄祖辉表
示，应建立审批踏勘“绿色通
道”，设定批复时限，简化报批
资料，降低公共服务收费标准，
减轻群众负担。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
大松认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需要政府支持和居民自治形成
合力。各地应借鉴成功经验，
在建设资金分摊、业主异议协
商等方面制定参考建议，同时
建立起受益业主对受损业主的
补偿机制，让更多群众能够更
快捷、更便利地享受到这项惠
民政策的实效。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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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授权制裁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
报总监丹·科茨在电话吹风会上
对媒体表示，即将到来的美国中
期选举和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
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 美 是关注焦点，这份行政令将针对
国总统特朗普 12 日签署行政令， 任何授权、指导、赞助或支持干涉
授权对任何外国政府、实体和个 美国选举的行为。
人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实施制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裁。
博尔顿说，制裁措施可能包括冻
根据这份行政令，在美国选 结相关个人或实体在美资产、禁
举结束后的 45 天内，美国国家情 止美国公民与其交易以及限制其
报总监应对是否有外国政府或个 使用美国金融机构等。他说，这
人干预这场选举进行评估，并将 一行政令并不针对特定国家。
相关信息报告给司法部长和国土
美国情报机构 2017 年初公
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 布一份报告，认定俄罗斯干预了
部长将在随后 45 天内评估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俄罗斯
行为造成的影响，并就美方回应 多次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措施提出建议。此后，美国国务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 11 月举
院和财政部将在此基础上决定具 行，国会众议院全部 435 个议席
体制裁措施。
和参议院 100 个议席中的约三分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情 之一面临改选。

英国保守党被曝开小会谋划
“逼宫”

特雷莎·梅首相地位面临危险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英
国媒体 12 日披露，
大约 50 名保守
党籍议会下院议员开会，商讨
“脱
欧”
事宜以及谋划
“逼宫”
党魁、首
相特雷莎·梅的时间和方式。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会议 11 日晚举行，保守党内部
“欧洲研究组织”派别的大约 50
名议员公开讨论特雷莎·梅的去
留。席间言论包括“不能再这么
下去”
“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说她
（特雷莎·梅）必须下台”，甚至有
人形容特雷莎·梅是
“灾难”。
“欧洲研究组织”主张强势
“脱欧”。部分议员说，他们此前
已经致函，表达对这名党魁的不
信任并要求她下台。
今年 7 月，特雷莎·梅召集内
阁成员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
墅会商后制定一份“脱欧”方案，
获称“契克斯计划”。
“ 契克斯计
划”提议英国“脱欧”后退出欧洲
单一市场、自主制定服务业监管
法规，同时以与欧洲联盟达成关
税协议、遵守与欧盟同步的
“共同
规则手册”
方式，
与欧盟保持在货
物和农产品方面的自由贸易。

然而，
“ 契克斯计划”在保守
党内部并未获得广泛认同。时任
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脱
欧”
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批评这
一方案过于软弱，双双辞职抗议。
按保守党规定，15%的保守
党下院议员联名致函，即可发起
针对党魁的不信任投票。保守党
现在议会下院有 315 名议员，意
味着需要 48 名议员要求发起不
信任投票。去年 11 月，保守党一
度有 40 名议会下院议员同意联
名致函，这一人数距离正式发动
保守党党魁不信任投票的门槛仅
差 8 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并非所
有“欧洲研究组织”高层均出席
11 日会议。议员除讨论“逼宫”
特雷莎·梅，还商讨了“脱欧”事
宜。
去年 6 月以来，突然宣布提
前举行议会选举的特雷莎·梅未
能如愿稳固其执政地位，保守党
反而失去议会多数党地位，议席
数从选举前的 330 席减少到 315
席。此后，
保守党内部始终有
“首
相应辞职担责”
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