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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好生活“加码” 新泾镇加装电梯再提速

新泾镇推出小程序征集居民加梯意愿，覆盖全镇 2212个门栋
为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新

泾镇推出线上小程序征集居民的
加梯意愿。该小程序覆盖新泾镇的
2212个门栋，“一梯一码”，居民只
要扫码就可以轻松完成意愿征询。
作为一个老龄化社区，新泾镇

老龄人口占比 36.21%，加梯成了众
多老年居民心中的梦想。然而加梯
的征询工作耗时费力，往往让有加
梯需求的居民望而却步。
近期，新泾镇完成镇域内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和
加装电梯“一张蓝图”的编制工作，
并对镇域内适合加装的 2212 个门
栋进行一次征询。将加装电梯可行
性评估和加装电梯“一张蓝图”的
编制与“一网统管”工作相结合，开
发出加装电梯居民意愿征询小程
序，1 个门栋 1 个二维码，利用“线
上”模式提供居民快速查询电梯加
装条件及初步意愿征询。
“一梯一码”小程序一经推出，

点燃了更多老年人的加梯希望，吸
引了大批有加梯意愿的人们关注
并行动。

“走心”举措
让居民争做加梯牵头人
近日，一位住在虹康二期的居

民要给绿园十村 33 号楼道加装电

梯，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老王的房
子在绿园十村，但常年居住在儿子
虹康二期的家。过去他不曾想过绿
园十村也能加梯，更不清楚自己楼
道有多少居民同意加梯。
前不久，虹康花园实施加梯意

见征询“二维码”小程序上线，老王
也动了回绿园十村加梯的念头。他
从加梯办得知，楼道有过半居民同
意即可开始纸质征询，同时了解到
顶楼居民不同意加梯，原因是这户
居民生活压力大，觉得加梯费用无
力承担。在了解情况之后，老王主
动请缨，表示愿意做加梯带头人，推
进楼道加梯工作。
“加装电梯是个居民自治项

目，在审批之前需多轮征询，工作流
程长且难度大，镇里的这一举措，我
们看出来了政府对于我们老百姓的
民生事儿是‘走心’了。”据了解，
为解决居民“急难盼愁”问题，新
泾镇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决定
邀请第三方设计了 “新泾镇加装
电梯居民意愿征询平台”小程序，
在全镇 2212 个适合加装电梯的
门栋全面张贴本门栋专属的二维
码。在自家门口，居民只需打开手
机扫一扫二维码，花一两分钟填
妥必要的信息，就可以表达自己对
加梯的初步意愿。

张杰所在的虹康二期也是适合
加装电梯的小区之一。他居住在 3
楼，年纪轻轻却有迫切的加梯需求，
因为 90 多岁的老外婆时常会来同
住一段时间，老人家来了之后就不
愿意下楼走动。他渴望楼道装上电
梯，带外婆下楼散步。这两天，看到
家门口多了一个“电梯加装征询”
二维码，他第一时间提交了意愿。
可以看到，加梯小程序里包含

查询结果、完善信息、参与投票、投
票结果四个页面，打开微信扫一扫，
填写姓名和联系方式，下一个页面
就会出现同意、反对、放弃三个选
项，有疑问或者意见也可以写出来，
短短几分钟即可完成。
张杰表示运用小程序大大方便

了像他这样的上班族，随时随地表
达意愿，不用担心错过楼道征询工
作。一楼一码的方式不仅方便居民
表达意愿，更可以让居民在投票后
获悉自己楼道的投票情况。

精准服务

提高加装电梯效率
加装电梯同意还是反对，本来

可以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但对有些居民来说，这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据悉，有些居民实际上不
同意加装电梯，但抹不开面子会将

真实的想法藏着掖着。
“很多人碍于征询负责人的情

面，不会把实际想法表达出来。”加
梯办工作人员解释说，她以前所在
的小区出现过居民中途反悔，电梯
的基坑挖好了却被迫停工的情况。
有了小程序，不同意安装的居

民也可以留下自己的意见；通过大
数据后台，居委会和有关部门也可
以实现实时、动态了解居民真实加
梯意愿的目的。“之前初步征询工
作都是盲打，居委会要屡次上门了
解情况，扑空的现象时有发生，难免
造成信息不对称。”加梯办人员表
示，现在只要居民有呼声，居委干
部、有关部门就可以快速回应。
同意、反对、放弃、强烈反对、犹

豫的意见都可以在小程序后台看
到，工作人员只要锁定某个小区就
可以调出精准的信息。比如虹康二
期 6号楼，12户居民中有 9户表示
同意，可以看出他们楼道加梯意愿
强烈，下一步可针对开展具体的实
施方案。
相反，退休老人张建华所在楼

道的征询通过率还没有过半数。他
说多年前开展过征询，后来不了了
之。自二维码推出后，时间过去两
周了，他很担心这次希望又要落空。
新泾镇加梯办表示，该楼道有 4 户

同意，1户居民选择放弃，是因为担
心电梯影响采光，带来噪音。“这户
居民只是有些顾虑，并不是反对。
我们可以事先优化加梯方案，给出
更合理的实施计划，后期再上门解
释，消除他的疑虑。”加梯办工作人
员介绍说，“楼道没有出现反对声
音则仍有加梯的可能。”假如出现
“强烈反对加装电梯”的留言，则是
个预警信号，表明时机不成熟，需
要暂缓征询。
据悉，经小程序后台统计，单

个门栋同意加梯的户数一旦超过法
定数量，居委会即可介入，优先推进
该门栋的加梯程序，从而提高电梯
加装效率。加装电梯二维码的运用
一方面让街镇能及时知晓辖区多层
住宅居民真实的意愿，另一方面通
过互联网 +和高科技助力，从加梯
的排摸、了解、调查腾出更多的人手
和时间来。与此同时，借助于二维码
的联系渠道，需求方和供给方架起
了桥梁，加速了各社区的加梯进程。

（房可圆、上海长宁）

【加梯先锋】

加装电梯是民心所向、民生所系。 在加快推进老房
加梯的进程中，新泾镇一群社区人始终坚持在一线，推
动这项复杂的民心工程。 本月起，《新泾镇社区晨报》开
设“加梯先锋”栏目，介绍一批社区里的加梯“领头雁”，
本期的主角是北虹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春荣。

全楼道 100%通过率，底楼居民全部签字同意，邻居为困难
居民垫付资金……近日，新泾镇淞四居民区实现加装电梯零的
突破，今年以来连续签 6台，更有 6台完成征询有待签约。
沁秋小区是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动迁房老旧小区，位于

新泾镇淞虹路 715 弄、735 弄。小区共有 40 个楼组 930 户居
民，半数以上都是老年人。其中，735 弄 12 号楼是个“长寿
楼”，同时居住着 1位百岁老人、2位 90 多岁的老人，以及 4位
80 多岁的老人，几乎每家都有一位 60 多岁以上的老人，他们
个个都有“一键到家”的电梯梦。
“我是2楼的也支持，不管出多少钱也要装。”家住12号楼

2楼的居民顾伟新对加装电梯有迫切需求，他自己年龄大，家中
还有90多岁的老母亲。“我自己也是60多岁的人了，膝盖现在
咯哒咯哒地响，说不定哪一天不舒服就不能走了。不要说到2楼
只有 10个台阶，今后一个台阶都不能走也是说不定的。”
上下楼的苦恼顾伟新有切身体会。常年卧床不起的老母亲

去年大病一场，需要输液打针。尽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离家很
近，上下楼梯却让看病变得无比困难。“我腰椎盘突出，没法背
母亲下楼。叫邻居亲戚帮忙的话，一次两次可以，连续10天再好
的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他不得不请医生上门服务。假
如有电梯，顾伟新拿轮椅推过去就可以，也能省去一笔费用……
令人欣喜的是，12号楼盼来了加装电梯，并在春节前的最

后一天签约。居民今后再也不用为上下楼犯难了。淞虹路 735
弄 7、10、13、15 号以及 715 弄 21 号都已签约，沁秋小区加装
电梯从无到有，实现了零的突破。
在整个沁秋小区，12 号楼加装电梯具备良好的先决条件，

老人多，通过率高，加上一梯四户平层结构，分摊费用更少。更
重要的是，它的成功签约离不开居民区书记和居民区干部知民
忧解难事的党建引领作用。
12号楼组长沈建华家住一楼，他不但带头签字同意，更积

极给居民做思想工作。楼道居民普遍年纪大，上下楼困难，他都
看在眼里。一楼 4户居民在他的带领下全部同意加梯。尽管底
楼居民不用出资，但沈建华尊重每一户居民的意见，哪怕是底

楼也不错过。
12号楼的加装电梯从征询到收款、签约前后不到 10 天，

是沁秋小区用时最短的一个，快起来的背后是加梯自治工作小
组的积极推动。从自治小组组建起来的当天晚上，挨家挨户征
询、建群商议、联系加梯公司、费用分摊方案……他们积极行动
起来，最终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完成签约。沈建华说：“我最大
的体会是好事多磨！本来有三家不签字表态，我们三个人就轮
流做工作，举例子讲好处，最后都成功了。”目前 12号楼正在进
行土质勘测，预计 4月破土动工，有望年底竣工。
“这个楼道的征询签约最快，是我们的党员和楼组长在加

装电梯的推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淞四居民区党支部书
记周龙为 12号楼的居民点赞。通过加梯工作，居民区干部做新
时期群众工作能力增强了，陌生居民也通过自治成为熟悉好邻
里。15号楼楼组长冯阿姨觉察到六楼某住户渴望安装电梯但又
有经济困难，一时拿不出几万元的安装费，便提出为她垫付，之
后让对方慢慢偿还。“小小一部电梯往往是邻里关系的一面镜
子，人情冷暖全都能照射出来。”周龙说，“电梯装得好，邻里
关系也能更融洽。”15号楼作为最早一批签约的楼道竟形成头
雁效应，带动小区多个楼道顺利推进加装电梯。

【加梯纪实】

淞四居民区沁秋小区
6台电梯完成签约，“长寿楼”不再烦恼

“像我这种家里有小朋友的早就想装电梯
啦。”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上下楼，有电梯

就好下去活动了。”……2 月的最后一天，淞
虹公寓 2、18、24 号楼组的 3 部加装电梯同
时签约，这些电梯从征询到签约最长用时 2
个月，最短的只有 10 来天。3 部加装电梯
在淞虹公寓同步签约，五六十户居民将告
别爬楼时代，居民们在兴奋之余也充满了自
豪和骄傲。
淞虹公寓是绿八居民区下辖的老旧商品

房小区，建成于 1998 年，小区现有 18 幢六层
一梯 4 户或一梯 2 户的无电梯多层住宅，共
924 户居民。随着社会老龄化，70 岁以上老龄
人口比重逐年递增，社区老年居民希望在小区
部分多层住宅楼加装电梯的呼声不断。
2018年 9 月 30 日，淞虹公寓 27 号楼组

率先加装电梯成功，并同步对楼道进行墙
面整修、管线整理等美化、亮化工程。两年
多来，该电梯运行始终稳定可靠，给该楼组
的居民带来极大方便，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社会不断进步的建设
成果。
今年，淞虹公寓将在新泾镇党委、政府的

全力支持下打造长宁区“一街一品”项目，路
面开凿、煤气管道更换、非机动停车库和机动
车充电桩加装等一系列修缮工作都将陆续开
展，到年底小区整体面貌将发生大变样。“要
是能将加梯工程与综合修缮同步进行就好
了，一来可以切实解决老人爬楼难的问题，另
外集中施工可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有
加梯需求的居民非常支持与期盼这一方案。

加梯工程如果能与“一街一品”等项
目齐头并进，就更能增强居民幸福感、获得
感。但这样一来，加梯须在 2021 年 3 月前
完成所有报批流程，前期征询、签约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为此，绿八居民区党支部书
记刘观锡带领年轻居委干部兼业委会委员
周晓倩向全小区迫切需要安装电梯的独栋
楼道业主推进电梯加装征询工作。他们放
弃晚上和周末休息，连续作战半个多月，终
于赶在小区“一街一品”项目开工前完成
了 3 台加装电梯的签约，加装电梯基坑开
挖也将与小区其他工程同步进行。
都说加装电梯是邻里关系的试金石。高

楼层住户对加装电梯需求高也更热心，而低
层楼住户完全用不到，担心加装电梯可能还
会影响生活品质。上下楼住户利益诉求一直
难以协调。即便是同一楼层，每家每户的需
求也不一样，让旧楼加装电梯这项惠及民生
的工程在推行中频繁“碰壁”，更可能进一
步激化邻里矛盾。
然而，淞虹公寓住户在加装电梯的利弊

得失、费用分摊、利益补偿等方面试图找到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利益平衡点。比如 18 号
楼组因为房型结构问题造成电梯不能居中
设立，受影响较小的住户也给受影响较大
的住户让利 10%初装费，其中还有居民同
意加装但不出资，4-6 层高居民则主动提
出分摊该户费用；而错层入户和平层入户
的户型加梯出资方案也有所区别……相互
包容、理解、互助成了淞虹公寓加装电梯过
程中的主基调。上下邻里换位思考共筑美
好，得以让加装电梯顺利进行。

绿八居民区淞虹公寓：
三部电梯同时签约，最短仅用了10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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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宜
居品质，切实解决“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这一社
会关注度高、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泾镇以
居民需求为导向，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加强政府支持
引导，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大力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

一、加装电梯项目的申请流程是如何进行的？
下图为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实施流程图

二、 哪些人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中个人支付的建设资金？
按照本市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相关规定加

装电梯项目正式施工且已先行支付建设资金的业主
（产权人或者公有住房承租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
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资金，不足时可以申请提取
业主本人直系血亲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用
于加装电梯中个人支付的建设资金。

三、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中个人支付的建设资金，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材料原件：提取申

请人身份证件；提取申请人非业主本人时，还应当提
供业主的身份证件以及关系证明材料；2.提取原因证
明材料原件：(1)不动产权证（含原房地产权证）或者
租用居住公房凭证；(2)业主签订的加装电梯（费用
分摊）协议以及电梯建设分摊费用的实际支付凭证
或其他可证明业主支付电梯建设费用的材料。3.申请
人本人名下的本市银行借记卡。

其中第 2条第(2)项提取原因证明材料中“业主
签订的加装电梯（费用分摊）协议”是指在意见征询
期间业主签字同意加装电梯的协议以及加装电梯的
费用分摊明细等。“建设费用实际支付凭证”是指与
“业主签订的加装电梯（费用分摊）协议”中业主分
摊电梯建设费用相匹配的资金支付证明，如转账证
明、发票、收据等。

咨询地址: 泉口路 68 号 1 号楼 102 室
咨询电话: 52162755、52162726

【加梯指南】

老楼加装电梯，新泾镇加梯指南来了！

□记者 陈毓磊

2017年，铭晖西郊苑成为了新
泾镇第一个加梯成功的小区。电梯
加装后，后续长效管理成为了居民
们关注的重点。日前，北虹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王春荣牵头，制订了电
梯管理细则，让小区居民能高枕无
忧享受“上上下下”的便利。

小区加梯的领头雁
北虹居委管辖的铭晖西郊苑

小区是建于 1998 年的纯商品房小
区。由于小区分期建成，将近一半
的居民住在没有电梯设施的六、七
层住宅。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年
富力强的业主大多步入老年，每日
外出上下爬楼成了他们的烦恼。
铭晖西郊苑 13 号楼 7 楼的一

位住户，因为常年患病，9年里只下
过一次楼。王春荣告诉记者：“因为
没有电梯，家里人平时想要推他下
去散散步都不行。前些年，家属花
了 30 元专门找人背老伯下楼，可
这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2015年，
看到上海有小区加装电梯的案例，
这让 13号楼业主看到了希望。
得知居民们的加梯意愿后，王

春荣立即带领居委干部，协助 13
号楼业主们向相关部门进行申请。
期间，北虹居委会召集业委会、物
业、13号楼业主等召开了多次会议
进行协商。最终，在获得了相关部
门的批准、居民自筹加装电梯费用
后，13号楼加装电梯顺利开工。
然而好事多磨，工程刚开工，

又遇到了新问题。“施工方在挖地
基时，发现地下有电缆线和光纤。”
王春荣回忆说，“光是电缆线就要
业主多出 5万块，这又给业主们增
加了负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王
春荣出面与中国电信公司出面洽

谈，经过多次协商后，最终将五万
元减少至两万八千元，为业主们减
少了支出。
历经两年的筹备与施工，2017

年年底， 13号楼加装电梯工程正
式完工，铭晖西郊苑也成为了新泾
镇第一个成功加装电梯的小区。

后续管理的探路者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建得好”

如何“管得好”？维保期过后，加装
电梯的运营维修又怎么办？加装电
梯本是居民自治项目，但电梯正式
启用之后，业主自治管理还能奏效
吗？今年 2月，铭晖西郊苑通过业
主大会协商，发布了《上海市长宁
区铭晖西郊苑关于老式商品房加
装电梯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创新加梯托管服
务，将电梯维保纳入物业管理，集
中解决居民后顾之忧。
继 2017 年铭晖西郊苑第一台

电梯加装成功后，12号楼也紧随其
后成功加梯，如今小区已建成加梯
2台。“过了两年维保期，后续管
理、维修检验谁来负责？如果需要
维修，这笔资金怎么筹集？这些都
是问题。”王春荣坦言。
为了避免小区加梯走到没人

管、没钱管的“弯路”上，王春荣找
到小区的业委会，提出希望能制订

属于铭晖西郊苑的加装电梯管理
细则，“经过多方商讨、多次商量，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把电梯交由小
区物业托管。”经过业主大会表决，
2月 6日，铭晖西郊苑通过了电梯
管理的实施细则，并明确各方对于
电梯后续维保的责任和义务。

根据实施细则，加装电梯的业
主每月交纳 0.55 元 / 平方米的电
梯运营管理费用给物业公司，由小
区物业承担电梯年检、电费分摊收
取、保洁等工作。同时，每台电梯收
取 5万元维修基金，用于平时电梯
维修，费用由电梯使用人按比例出
资。当专款电梯维修基金低于 30%
时（即 1.5 万元），业主必须在半年

内补足维修基金至 5万元。

心系居民的大管家
实施细颁布后，铭晖西郊苑的

加装电梯管理逐渐形成良性循环，
加上政府的利好政策出台，居民的
加梯积极性大大提高。“我们小区
老年人占比较高，13 号、12 号楼电
梯装好后，老年人为方便出行的加
梯呼声越来越强烈。”王春荣说。

为了使加梯工作顺利开展，在
北虹居民区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
了由居委、业委会、物业、业主代表
组成的工作平台，各司其职，调动
居民自我协商，寻找各方的“最大
公约数”，推动加装电梯各项进程

顺利开展。
在王春荣看来，各楼组的情况

不同，加梯工作仍然要坚持采取一
事一议的原则，及时解决推进过程
中的问题。“之前有一幢楼的业主，
按照楼层高低，从 6 楼到 3 楼按递
减原则、按比例出资分摊费用。唯
有一户 4 楼居民因特殊情况，只愿
意出部分资金，最终经过我们做工
作，5、6 楼的居民愿意公摊剩余资
金，从而顺利地实现了资金筹集的
问题。”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北虹居民

区已有一台加装电梯完成签约、一
台电梯正在施工。未来，会有更多
居民可以圆了自己的电梯梦。

加装电梯遭遇“卡壳”，看这位居民区书记如何“闯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