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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梯 ING

聚焦民心工程 新泾镇加梯工作提速升温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直是市政府大力推进的民生工程，可以说这也是一项民心工程。 在今

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完成 1000 台既有小区加装电梯的目标。

站在“十四五”的起步阶段，新泾镇谋定快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想民之所
想、急民之所需，在改善人居环境上持续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形成“业主主导、政府搭台、专业辅
导、市场运作”的加装电梯模式，进一步在为镇域居民谋“高度”幸福的道路上走坚实。

□记者 陈毓磊

“看到对面 24 号楼装了电梯，可把
我羡慕坏了，今天我们 44号楼也终于有
自己的电梯了。”绿园一村 44号楼居民
江阿姨高兴地说。前有 2021 第一台电
梯开工，后有 2021 年第一台电梯竣工，
绿园一村最近喜事连连。
绿园一村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共

有居民 1510 户，60 岁以上居民约占 4
成，没有电梯成了许多老人上下楼的
“老大难”问题。日前，绿园一村 44号楼
加装电梯终于落成，楼组居民自治解决
加梯难题，近半年的工期，实现了居民们
多年的“电梯梦”。

加装电梯正式交付
居民“喜开颜”
1 月 25 日上午，绿园一村 44 号楼

电梯加装正式交付。居民们聚集在楼前
合影留念，想到今后就能享受到电梯的
便利，个个笑得合不拢嘴。44 号楼加装
的电梯在外观上与居民楼颜色相近，中
间三分之一处设置成透明玻璃的观景
款，就像酒店、商场的观景电梯一样。
交付仪式现场，拿到电梯门禁的居

民孙洪英高兴地邀请前来参观的居民一
同乘坐电梯。“阿拉额电梯造得老好额，
以后不用爬楼梯了，想想真是开心！”眼
看电梯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孙洪英高兴
坏了，碰到相熟的居民，热情地邀请大家
一起乘乘看。
今年 72 岁的孙洪英是 44 号楼的

楼组长，也是该楼加装电梯的牵头发起
人。“我看到小区其他楼道加梯成功，十
分心动，自发开始征询意见。”此次加梯
的 44 号楼实际有 6层楼，1、2层是商铺
和养老院，整体楼层偏高。孙洪英家住 3
楼，上下楼已经有些困难，更别说 5、6
楼的住户。
在绿一居民区党总支的指导下，孙

洪英与楼里其他几位邻居成立了居民
自治小组，沟通协商推动加装电梯事
宜。孙洪英和自治小组的居民代表一家
家地上门跑，最终获得了整栋楼 16 户
居民的支持。

解决其他民生问题
提升“附加值”
在加装电梯过程中，新泾镇政府、绿

一居委干部积极向44号楼的居民宣传老
公房加装电梯相关政策，为居民做好政策
咨询、技术指导等服务。绿一居民区党总支
注重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在协商沟通、施工
运行等阶段，倡导小区居民通过自治充分
议事。居民代表们奔走多次，进行多方比
较，选择了最终合作的电梯加装公司。
在加梯工程实施阶段，施工方发现，

44 号楼地势低于小区主干道路的路面，
一到暴雨天楼道里就会积水。为此，新泾
镇、居民区、施工方等多部门积极协调配
合，最终决定加高地面，在原来的地面上
加高 2级台阶，完美地解决了该栋楼的
雨天积水问题。

此外，这次加装电梯过程中，44 号
楼道还进行了老旧楼道墙面粉刷，居民
们还自发拿出家里的绿植，装扮楼道。如
今 44号楼的面貌焕然一新。来之不易的
电梯让居民们倍加珍惜，居民们还达成
共识，自我管理、主动清扫电梯和楼道。

下好攻坚克难
“一盘棋” 圆梦“加速度”
绿园一村其他居民参观完 44 号楼

的电梯后，不停地夸赞道：“加装的电梯
桥厢比想象中的安静多了，我们也得抓
紧推进，争取早日乘上自己家门口的电
梯！”目前，绿园一村已经有 2台加梯完
工并投入使用，1台电梯已经开工。

既有多层住宅电梯加装工作，是践
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务实举措，
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新泾镇把
加梯工作作为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载
体，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全镇域推进一盘
棋，完成镇域内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可行性评估和“一张蓝图”的编制。同
时，陆续向居民发布 “加梯自治流程
图”“加梯指导手册”以及加装电梯可
行性地图等，为居民们加装电梯提供依
据和指导。

下一步，新泾镇将引入长宁区加梯
中心分中心，形成职能部门指导 +社会
组织辅导的双导机制，做到三个“全覆
盖”，为全年加梯工作交出圆满答卷。截
至目前，新泾镇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8
台，在建 6台，已签约 12 台。接下来，还
将对镇域内有条件加装电梯的 2212 个
门栋做到全覆盖征询，未来会越来越多
的新泾居民一圆“电梯梦”。

新泾镇 2021年首台电梯竣工
圆了居民的“电梯梦”

楼道美、人心齐
加梯成了邻里的“连心桥”

乘坐电梯入户、光洁的大理
石地面墙面、电表排布整齐划一、
楼梯扶手也纤尘不染⋯⋯加装电
梯、楼道美化后，金虹苑 89 号楼
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邻居关系也更和睦了。
金虹苑 89 号这座楼建成于

上世纪 90 年代，7层共 12 户居
民。两年前，楼道里自行车、杂物
随意堆放，墙面斑驳脱落严重，
还有锈迹斑斑的扶梯和杂乱无
序的管线，上下邻里见面也不打
招呼⋯⋯然而，自 2018 年开始
加装电梯后，89 号楼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楼组长有担当
邻里互帮忙
“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

天会住上电梯房！”看着焕然一
新的楼道、运行良好的电梯，楼
组长杜雅芳脸上挂满了笑容，同
行者也感慨万千：“不容易啊！”
耗时近 2年，终于换来金虹苑小
区首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成功。
回顾从筹备到正式启动，直

至完美峻工一路走来的艰辛，杜
雅芳历历在目。“我们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条件，签约率达到了
100%。但作为小区第一台电梯，
我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当中我
走访了很多街道小区取经学习，
做到心中有数。施工过程又在二
楼遇到工程难题，期间我还出了
车祸，一路磕磕绊绊的。”
据悉，即便卧病在床，杜雅芳

始终通过微信和居民进行沟通，楼
道居民被她的热心所感动。为减轻
杜雅芳的负担，大家主动分工，3
楼的余老师严把工程质量关，其他
人管理资金分摊⋯⋯兄弟齐心，
其利断金，电梯终于在2019年的
12月正式交付使用了。
89号楼加装电梯最大的优势

在哪里？淞二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潘
明霞说：“它最大的亮点是纯自
治、上下齐心。可以说，新建成的电
梯是他们邻里之间的连心桥。”
为便于更好进行电梯运行

管理和维护，杜雅芳牵头召开楼
组会议，完善楼道公约及电梯维
保结束后维修费用的分担约定，
建立楼道资金公共帐户，做到有

专人监管，有存档⋯⋯

加装电梯
激发居民自治热情
借着加装电梯的机会，89号

居民自我筹资，自我建设，在楼
门口增设无障碍通道，保障行动
不便的居民出行。同时为了让楼
道变得更美丽，大家又群策群
力，给整个楼道铺设了地砖墙
砖，修缮了楼道设施，楼道内外
环境得到了整体的美化与提升。
小小一部电梯，增强了老楼的生
命力，增加了居民的幸福感。
加梯让邻里关系不断升温，

并由此探索出楼道自治的新模式。
这里每天居民自发清洁打扫电
梯；有居民在疫情期间天天给电梯

消毒；还有居民余老师总是默默无

闻地为楼道做好事，安装摄像头、

更换楼道灯管；而在楼道微信群

里，消息公开透明，大家可以各抒

己见⋯⋯每家每户都把楼道当成
自己的家一样精心爱护，通过不同
的方式奉献自己的爱心。
为了带动居民的交流互动，

楼组长通过每家每户轮流执勤，
参与电梯电费的收取。由于每月
的电梯电费都是按比例分摊的，

会产生许多零头。通过微信转、微

信收、再微信付的方式则可解决

大家没有零钱的后顾之忧；而轮

流执勤也能调动每户居民的积极

性，培养大家的责任心。正如他们

给自己定义成“汇馨楼”那样，要

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汇聚起来
打造成一个温馨和谐的楼组。

（上海长宁）

【加梯政策】

从今年起，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业主
表决比例将变化
从今年起，上海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的业主表决比例发生变化，和
过去相比，表决比例更细化。
由于上海现行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关于业
主表决比例的规定，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
条的规定不一致，故从 2021 年
1月 1日起，上海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的业主表决比例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
百七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具体来看，上海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的业主意愿征询通
过比例，要从原来的所在楼幢业
主同意率满足三分之二，进一步
细化为所在楼幢同时“面积”和
“人数”双三分之二的业主参与
表决，并且在参与表决的业主
中，要“面积”和“人数”上同时
满足双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
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
合发布的《关于调整本市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表决比例的
通知》是这样表述的：“从 2021
年 1月 1日起，上海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的业主表决比例依照
该条规定执行，即申请人应当就
加装电梯的意向和具体方案等问
题进行充分协商，并征求所在楼
幢全体业主意见，由专有部分面
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
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
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
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通知》还明确，加装电梯拟

占用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的，应当
征求建筑区划内全体业主意见，
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
上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
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
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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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居民，加装电梯征求你的意见啦！

新泾居民们，你这两天有

没有发现家门口多了一个二

维码？

据悉， 这是新泾镇为加装

电梯专门推出的微信小程序，通

过这个平台可以征询居民的加

梯意愿，同时，居民也可以在此

畅所欲言。每栋楼的居民都可以

扫一扫二维码， 花上 1-2分钟

填妥相关信息后，就能表达自己

的加梯初步意愿了。加梯办在后

台也能对这些意见一目了然，第

一时间掌握大家的真实诉求。

如经后台统计， 单个门栋

同意加梯的户数一旦超过法定

数量，新泾镇将在“职能部门指

导、社会组织辅导”的双导机制

推动下，优先推进该门栋的加梯

程序，做到“能加、愿加则尽加、

快加”， 让这项民心工程早日落

到实处，落到家门口！

有加梯意愿的居民朋友

们，赶紧扫一扫你家楼道口的

二维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