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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化解加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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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房物业服务也可“质价相符”

长宁·华阳社区自治黄浦·半淞园加装电梯

社区晨报记者 周晶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是商圈型
老城区，辖区内共有 141 个小
区，其中售后、联建公房小区 85
个。不少小区存在体量小、区域分
散、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缺失，居委
会代行物业管理弊端多等治理难
题。近年来，华阳路街道以精品小
区改造为契机，推进形成“售后
公房小区形成质价相符的物业服
务协商机制”。
华院小区建于 1985 年，属

于混合型住宅小区。2018 年底，
小区原物业因长期亏损主动提出
退出小区管理，致使小区陷入无
人管理的困境。与此同时，华院精
品小区建设诸多事项需要业主投
票表决，而业委会又任期届满面
临换届改选。
面对双重困局，长宁区华阳

路街道华院居民区党支部首先联
系到辖区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高校
物业资源，为小区争取了短期托
管服务，保障小区正常运作；牵头
新一届业委会，选出了居民满意
且承诺“质价相符”的物业公司。
自新选聘的物业正式接管小区以
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解决了停
车难这一老大难问题，小区居民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万航渡路 1523 弄 1-11 号

为联建公住的多层房屋，属于无
人管理小区，且未成立业主委员
会，长期存在小区清扫依靠居委
会，停车无人管理导致纠纷不断
等难题。为改善万华多层小区无
人管理的现状，自 2018 年起，开
始探索实行万华多层小区与相邻
万华高层小区合并管的模式。
通过业主全体表决，由居委

会代行业委会职责，解决了该小
区的物业费、停车费收取授权问
题。随后，物业与居委会配合协
作，解决了清扫人员用人成本问
题。之后，物业、居委会制定停车
管理规约和收费标准，清理整顿
外来车、僵尸车，实现了多层停车
的有序管理。此外，物业公司通过
提供高层车位和分享停车收益，
与高层业委会达成互助协议。
2019年，万华多层实现了从无人
管理到物业一体化管理的“华丽
转身”，环境品质大为改善。
定西路 1235 弄是一条断头

弄堂，弄内包含 4 个小区且分属
4个不同物业，为了破解该小区
治理难题，通过实地调研、分析研
判、民意调查，2019 年启动了物
业管理一体化试点工作。
居民区党组织牵头业委会、

党员骨干，探索成立了业委会联
盟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依
据各小区规模，采用席位制，共同
商议联合选聘物业、物业费调整、
停车管理、公共收益收支等跨小
区的公共事项。如今，业委会联盟
选聘了一家新物业，2020 年 11
月新物业进驻后，采用酬金制和
透明账户，通过挖潜各小区公共
广告收益，与业委会、居委会共管
收支，实现区域集中管理。

定西路 1235 弄成立业委会联盟

社区晨报记者 李洁

位于中山南一路的中南小区，
60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高达 42%，
是半淞园路街道里的“高龄”小区
之一，且最高楼层为七楼，比普通的
六层楼居民楼还要更高，不少居民
苦于这 “更上一层楼” 的无奈。
2018年底，中南小区 18号楼的居
民们率先“圆梦”，加装电梯的工程
正式启动，这也是半淞园路街道范
围内的首例。
都说老公房加装电梯困难重

重，居民利益调处难、立项审批操作
难、电梯市场乱象难，但中南小区却
在 18 号楼之后按下了“加速键”，
截至目前，已经有一台电梯加装完
成，一台电梯开工在建，一台进入评
审，三台即将进行报批，中南小区还
专设了加装电梯的自治项目，开辟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加梯路径。
早在安装电梯前 7年，中南小

区业委会就已经开始讨论关于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2016 年下半年，业
委会和居委选定了 16号、17 号、18
号、19号这四个楼栋进行征询。由于
加装电梯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
电力增容、管道改建、绿地改造等事
项，楼体安全、噪音扰民、规划设计、
采光等更是“众口难调”。其中，18
号楼的楼组长、志愿者与业委会、居
委组成了一支“7人小组”，发挥了
极大的作用。在2019年春节前夕，
18号楼电梯正式完成验收。
如今，两年过去了，居民们曾担

心的噪音问题并未发生，值得一提
的是，为了保护好这一居民的“共
同财产”，热心的业主代表和律师
一起起草并制定了电梯自管公约来

规定和爱护电梯的使用。这份公约
目前张贴在电梯最醒目的位置，从
如何管理好共有产权电梯、加强电
梯日常安全监管的角度出发，对电
梯使用、维护保养、权利义务等多方
进行了明文规范。
有了 18 号楼的“范本”，其他

有加装电梯需求的楼栋也纷纷行动
起来，与 18号楼不同的是，19号楼
在房型上有些不一样，该楼一梯五
户，是全小区户数最多的一栋楼。户
数多了，分摊到每家的安装费用少
了，但问题和声音还是有不少。19
号楼电梯加装项目负责人温汉英告
诉记者，因为面积大小不同，住家的
人数也会不同，小面积的家庭希望
可以根据每家的户型面积大小以及
楼层来分摊这笔费用，为此，属于
19号楼的“新政策”出台了———将
安装费用从“按楼分配”细致到
“按面积分配”。

楼上业主的问题解决完，就在

征询一楼业主的意见时，一位住户
提出了反对声音，该业主私下跟温
汉英提起：“我不同意的原因，是因
为楼上一直有人扔垃圾下来！他们
都不为我们（一楼）考虑，我们为什
么要给他们行方便？”温汉英得知
此事后，感到非常诧异。“这和安装
电梯无关，是素质问题！”就在当天
晚上，温汉英便挨家挨户地去了解
情况，在居委和物业的协助下才得
知，原来一直高空抛物的并非是本
楼居民，而是从隔壁楼栋飘落过来
的，找到高空抛物的源头，一楼业主
的心结也解开了。
“加梯项目还是需要自治为

主，不能什么都扔给居委会。”当
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会遇到
很多问题，比如居民意见征询同意
又反悔怎么办？电梯维护费用难收
怎么办？温汉英说：“每栋楼每户居
民的情况都不一样，关键还是要根
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
最近一两年，电梯加装的相关

政策有了不少修改。为此，中南小区
所在的高雄居委依托自治项目平
台，邀请黄浦区帮侬加装电梯促进
中心来帮助居民，为居民们提供解
读政策、梳理流程、备齐文件等一站
式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中南小区还
专门成立了加装电梯的自治项目促
进组，并在每一加装楼栋设立了促
进小组，一楼出一个代表，把想法拿
到台面上来说，共商共议小区事务，
不仅解决了社区居民的民生问题，
同时还拉近了邻里距离，搭建出新
的邻里沟通平台。以基层民主协商
议事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下的居民
自治，构建出居民群众多方参与的
基层治理新格局。

加装电梯投入使用

豫园街道街区治理专题研讨会现场

黄浦·豫园社区治理

社区晨报记者 赵红羽

近日，黄浦区豫园街道举行了
一场主题为“情聚豫福里，精治老
城厢”的街区治理专题研讨会，邀
请行业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老城厢
街区创新治理实践进行了研讨交
流。
研讨会上，上海市委党校社会

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何海兵提到，
要提升老百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就要引导老百姓从关注小家空间到
公共空间的需求变化；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福国
表示，要准确把握街区活动单元,包
括居民、商户、商铺、企业等之间的
关系，从党建引领和精准管理上让
居民自治和街区共治同频共振，效
益最大化。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陈蓓丽，上海外国语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俞祖成，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上海
市委党校现代社区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赵欣等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为下阶段老城厢街

区治理创新了工作思维，拓宽了工
作路径。
据了解，豫福街区涵盖三街四

路———县左街、盛家街、傅家街、四
牌楼路、光启路、学院路、昼锦路，还
有光启、学院、四新 3 个居民区，都
是典型的老城厢地区。长期以来，
豫园街道致力于发掘街区治理“金
点子”，不断提升街区单位、居民们
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一天比一天安全，越来越有

人情味。”这是街区居民对街区治
理效果的普遍心声。

发掘街区治理“金点子” 让老城厢越来越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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