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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梯 ING

聚力民心工程
提升居住品质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市政府今年大力推进的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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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梯先锋】

为响应改善多层住宅居住条件的民生需求，
减轻职工家庭加装电梯的经济压力，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通知》，已于 2020
年 2月 1日起施行。《通知》明确支持业主提取使
用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
建设费用。
申请范围上，凡按照本市对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的相关规定实施加装电梯，项目正式施工
后，已先行支付建设资金的业主（房屋产权人或者
公有住房承租人），可以申请提取业主本人及配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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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储余额用
于加装电梯中个人支付的建设资金；
申请条件上，申请人还应当在本市无住房公

积金贷款、无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归还住房贷款、
无其他生效中的提取业务；申请时间上，对于本市
房管部门已向市公积金中心提供加装电梯相关信
息的项目，自加装电梯项目施工之日起五年内可
以提出一次性申请；提取限额上，提取总额不超过
业主家庭分摊的电梯建设费用以及实际出资金
额，且各申请人提取金额不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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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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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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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符合哪些
条件？

答：提取申请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业主
本人或配偶或本人直系血亲，以下简称“申请人”）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中个人支付的建设资金的， 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提
取条件：

1.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已正式施工且
业主已支付加装电梯建设资金;

2.申请人及配偶在本市无住房公积金贷款；
3. 申请人无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归还住房贷

款；
4.申请人无其他生效中的提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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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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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还能提取使用公积金

□记者 陈毓磊

老楼装电梯，有人称这是“社区第一
难”。而在绿八居民区里，今年第一季度
共有 5台电梯完成签约，其他楼组也正
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加梯意愿征询。
3月下旬，绿八居民区的活动室里好

不热闹，淞虹公寓 18 号楼、20 号楼、24
号楼、2号楼、23 号楼的 5台电梯加装工
程同时签约、集中交费，争取让更多“悬
空老人”早日住上电梯房。
回顾推动这 5台电梯加装的日日夜

夜、点点滴滴，绿八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
观锡感慨地说，“加装电梯是一项践行
‘人民城市’理念的实事工程，我们依靠
磨、引、推这三个字，推动加装电梯这项
民生实事项目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花时间、花精力磨一“梯”
建于 1998 年的淞虹公寓是一梯 4

户或 2户的六层无电梯多层住宅，共有
32 个门栋。2017 年，淞虹公寓 27 号楼
加梯成功，让小区其他居民看到了加梯
的便利与希望。
“老楼加装电梯，首先得花时间、花

精力地‘磨’。”刘观锡介绍，早些年绿
八居民区的居委干部就征询过居民的加
梯意愿。今年年初，新泾镇推出了加梯二
维码，居委干部开始了第二轮征询，找出
小区里加梯呼声最高的楼组。
2021 年，淞虹公寓将打造长宁区

“一街一品”项目，“要是能将加梯工程
与‘一街一品’项目同步进行就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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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观锡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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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话加梯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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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观锡带领居委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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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开整个小
区的会议，而是每个楼组单独开会。楼组
的事，由楼组内部来商量。”于是，每天
晚上 7点到 9点，将近一个月里，居委干
部们放弃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召集居
民开会商议，采用民主协商的办法终于完
成了5台加装电梯的签约和集中交费。

引导方案，找寻各方平衡点
“我们小区有一梯 4 户和一梯 2 户

两种类型。居民区党总支在推进加装电
梯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引导不
同的方案。”刘观锡介绍，淞虹公寓是一
梯 4 户或 2 户的六层无电梯多层住宅，

一梯 4户的楼组电梯是平层到达，2至 6
楼出资；一梯 2户的楼组电梯是错层到
达，3至 6 楼出资，居民需要多走 8 级台
阶。
然而，每个楼组都有其差异性，很多

加装电梯项目因为费用分摊、利益补偿
等原因，导致推行中频繁“碰壁”、最终
“流产”。为了帮助更多居民早圆电梯
梦，刘观锡带领居委干部们出谋划策，试
图帮居民们找到利益平衡点。
18 号楼是一梯 4 户的住宅，由于房

屋结构特殊，电梯安装位置对 X04 室影
响最大，X02 室和 X03 室影响最小。为
了平衡各方利益，大家最终决定让受影
响较小的X02、X03 室住户给X04 室住
户让利 10%的初装费。18号楼的费用分
摊方案，最后成功复制到了 20 号楼、24
号楼。

小区里还有个楼组，3楼住户同意加
装电梯但不出资。居委通过召开协商会、
居民们民主协商后，最终由 4至 6 层高
层居民先行垫付，分摊该户费用。如果日
后该 3楼住户需要使用电梯，则需要向
4 至 6 楼用户补交费用及利息，不损害
高楼层住户的利益。

形成加梯成片推进态势
2017 年首台电梯竣工、2021 年一

季度成功签约 5台，这宛如将第一块多
米诺骨牌推出，淞虹公寓居民的加梯热
情愈发高涨。
“小区居民对召开加梯会的态度从

‘书记，你们今天晚上开啥会啊？’‘刘书
记，你们今晚又开会啊。’转变为‘书记，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楼组开会啊？’”刘观
锡笑着说。每个楼组召开加梯会，绿八居
民区党总支坚持法治思想，居民加梯意
愿不到 2/3 的楼组绝对不开会，加梯意
愿超过 2/3的楼组一定要开会。
淞虹公寓 27号楼电梯加装成功，为

小区加梯工作后续推进提供了“绿八样
本”。据了解，27号楼加梯成功后，绿八
居民区党总支沿用了 27 号楼的楼组自
治协议，对电梯的电费支付、IC卡使用权
限、自治管理小组等进行了协商，同时要
求楼组里的所有住户参与到电梯自治管
理小组中。
加装电梯，往往是高楼层的住户比

低楼层的住户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为了
平衡高、低层住户间的利益矛盾关系，绿
八居民区党总支还会将低层住户关心的
问题，如高空抛物、修剪树枝等写进楼组
自治协议或者补偿协议内，在推进加梯
工作的同时，解决其他问题，缓和住户间
的矛盾，增进邻里间的关系，让低楼层住
户也能拥有获得感、幸福感。

老房“批量”加装电梯，绿八居民区有啥独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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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的主角是绿八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刘观锡。

55台加装电梯集中签约

2277号楼加装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