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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旧房改造成新房，我们真是欢
喜！”12月16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
邢家桥社区居民艾道英面对相机镜
头，笑开了花。她说，自家旧房已经
改造完成，焕然一新；社区最近又组
织居民在新房里拍全家福，真是喜
上加喜。

近两年来，像艾道英一样受益
于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的居民，在重
庆还有许多。

12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住房城乡建委获悉，2018年，市政
府在渝中、沙坪坝、九龙坡、南岸4
个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试点
工作；2019年，其范围扩大到主城
各区，共启动和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试点示范项目50个，涉及居民
约3万户。

截至目前，主城区50个试点示
范项目中的20个综合改造项目，已
完成4个，其余项目预计明年10月
底前完成；30个管理提升项目，已
完成5个，其余项目计划明年6月底
前完成。

改造内容标准化
居民可选“菜单”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国务院关于老旧小区改造
的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将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纳入城市
提升行动计划。

我市启动改造的老旧小区均建
成于2000年以前，公共设施落后、
影响居民基本生活、居民改造意愿
强烈。

但老旧小区改造，具体应该改
哪些内容，怎么改？

为此，重庆作出了一项十分有
益的探索——将老旧小区改造的内
容标准化，让居民来选“菜单”。

今年7月12日，市住房城乡建

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联合印发
《重庆市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
确了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总体要
求、实施内容与标准、实施程序、保
障措施等。

实施方案将老旧小区改造按照
综合改造和管理提升两大类内容进
行细化，初步建立了基础设施更新
改造、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改造、房屋
公共区域修缮改造、环境卫生、房屋
管理及养护、安防及车辆管理、公共
设施管理和物业管理监督等内容及
指导标准。

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居民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改造内容进行
及时更新和选择，改变以往政府“大
包大揽”的模式。

干部进社区
聆听居民心声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启动
后，一大批社区干部走进老旧小区，
来到居民身边，倾听他们的诉求、困
难。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就是
其中之一。

“这些老房子漏水严重，厨房、
厕所尤其恼火。”艾道英说，邢家桥
社区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
小区，其改造提升涉及16栋楼房的

1400多名居民。
为此，谢兰带着社区干部们挨

家挨户走访、开院坝会、印材料搞宣
传。即使身患肺癌，她也不离开岗
位。居民们最想解决的问题，她一
一记在心中。

“3栋的宋婆婆家，墙壁漏水
严重；6栋的张阿姨，希望整修厨
房和厕所……只要符合改造的相
关规定，我们都会为大家解决。”谢
兰说，只有真正解决居民们的问
题，大家才会住得舒心、生活得幸
福。

如今，邢家桥社区改造工程有
序推进。住进新家的居民们纷纷表

示，改造后的新房干净、明亮、整洁，
再也不怕漏水。

“真没想到老房子现在能改造
得这么好。我们除了感谢，还是感
谢！”艾道英说。

小区形象品质双提升
引居民回迁

“共商共建、菜单选择、双管齐
下、社区服务，是重庆老旧小区改造
的4个关键词。”市城乡住房建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套“组合拳”，为
的是让老旧小区“面子”好看，“里
子”好用，真正惠及市民。

纵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这样
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九龙坡区长石苑小区。该小
区建成于1994年，共有房屋7栋，
居民224户，属于“农转非”安置房
小区，未实施物业管理。由于多种
原因，该小区存在房屋破损、配套设
施缺失、管理混乱等问题。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长石
苑小区实施了消防设施改造、管线
规整、道路铺设、景观打造等工程，
同时增设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社区
文化长廊、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
施，整体提升小区形象和品质。

小区居民龙婆婆说，过去大家
都想搬走，现在小区换了新面貌，搬
走的人又开始回迁了。

“长石苑小区的情况并非孤
例。”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说，重庆市大部分老旧小区的社区
服务水平普遍不高，服务项目较
单一。因此，重庆在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工作中，也注重提升社区
服务品质，将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社
区便民服务家园、社区养老等内容
融入实施方案中，通过多种形式，引
导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向老旧小区集
中合理布局。同时，街道和社区居
委会做好“一站式”“一条龙”服务，
协同各级部门和单位，不断整合社
会资源，为发展老旧小区社区服务
贡献力量。

调查显示，2018年我市已完成
改造的4个老旧小区中，居民的好
评率达到95%以上。

让老旧小区“面子”好看“里子”好用
重庆今年已完成9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相国
寺码头片区是重庆主城区“两江四
岸”十大公共空间建设节点之一。
12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
城乡建委获悉，相国寺码头片区治
理提升设计方案已经出炉，计划下
月启动建设。未来，该片区将“变
身”成为“时尚活力码头”和“立体绿
色空中花园”，还将建设重庆第一个
江滩足球场地。

北滨路相国寺码头位于嘉陵江

北岸（江北区），设计范围为相国寺
码头东侧末端至金源路，岸线全长
1.65公里。

针对该片区目前存在的硬质空
间大面积裸露、商业建筑立面破旧、
植被荒芜绿化覆盖率较低等问题，
设计方案提出以“城市阳台，空中花
园”的概念来进行改造提升，将构建
多层城市阳台，赋予每层平台独特
的景观特色和城市功能，打造城市
空中阳台。

改造工程将结合各层平台围栏
及垂直挡墙，种植花草树木，形成阶
梯式绿化景观，为嘉陵江新增立体式
绿色滨江带，还将通过播种季节性的
草籽改善滨江消落带问题，打造春秋
季节烂漫花滩，并完善滨江步道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相国寺码头片
区提升还将考虑嘉陵江水位变化，
构建弹性广场。该片区还将建造重
庆第一个江滩足球场地，为市民提
供丰富的城市运动体验。

相国寺码头片区下月启动升级改造
将建重庆首个江滩足球场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报记者
12月17日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一年来，全市累计建成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市级示范村899个，到明年底，全市将
建成2500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市级示范村。

今年，石柱县三河镇大林村村民陈益中，
因为上交可回收物换取积分，获得了15元奖
励。在石柱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不仅可以

“变现”，一套与星级农户评比挂钩的激励机
制，正在全县进行推广——把生活垃圾分类
纳入和美家园积分制，农户上交可回收物除
按市场行情当即兑现外，另按每上交10斤可
回收物增加积分1分，计入和美积分卡，每分
可获得1元奖励。

市城市管理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
在市级相关部门指导支持下，我市各区县坚
持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加强规范化管理，全
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工作推进顺利，农
村环境持续改观。

九龙坡、梁平、忠县等区县党委、政府把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
了由区县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形成领导主抓、上下联动、部
门协同的工作格局，为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有的区县探索建立村民参与激励机制。
秀山强化村民自治，实行《卫生证》管理制度，
落实了门前三包责任；丰都建立“垃圾分类公
示制度”，公布村民垃圾分类执行情况；云阳
开展垃圾分类先进农户季度评比，并给予现
金奖励。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了村
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有的区县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铜
梁学习借鉴浙江经验，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
由专业公司具体负责实施8个村的分类工
作，区城市管理局进行监督考核；涪陵、垫江
等区县采取市场化运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方
式开展分类示范，前端分类收集由各村负责，
中端转运委托市环卫集团负责，通过市场化
手段降低了垃圾分类收运成本。

有的区县探索建立监督考核推进机制。南
川、大足、武隆等区县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纳入对街镇的日常检查和考核，严格奖惩。

还有的区县探索建立“可回收物”管理机
制。奉节设立了“垃圾兑换银行”；石柱在全
县推广“和美积分卡”；万盛构建再生资源回
收网络体系，每年对区、镇、村“三级”回收站
点给予资金补贴。

此外，璧山建立阳光堆肥房，将易腐垃圾
进行集中堆肥，成肥后用于种花种菜；渝北区
购置6台餐厨垃圾收运车，专门收运农村场
镇餐厨垃圾；万州区在条件成熟的农村推行
沼气池处理易腐垃圾，沼气作为清洁燃料、沼
渣还田作肥，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明年我市
还将在强化宣传教育引导、配齐分类收运设
施、健全分类回收体系、严格实施分类处置等
方面下功夫，完成明年底全市累计建成2500
个农村垃圾分类市级示范村的目标。

全市累计建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市级示范村899个

明年底将建成2500个

相国寺码头片区治理提升工程滨江足球场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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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电梯
解决老旧小区“爬楼难”

近日，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翠湖路
267号二单元的居民迎来了一个好消
息，居民期盼已久的电梯经过6个月
的施工，终于通过了渝北区住建委、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的验收。

“这个电梯坐起来安逸得很，我
们盼望了十多年呢！”家住这里的张
大爷对刚建成投用的电梯赞不绝口，
电梯实现了他“不离旧宅”的愿望。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出行不方

便，这是许多老旧小区居民面对的一
个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从2018
年3月开始，渝北区全面启动老旧住
宅增设电梯工作。

为推动该项民生工程的实施，渝
北区出台《渝北区老旧住宅增设电梯
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了老旧住宅
增设电梯工作联席会议，由分管副区
长为召集人，区规资局、区住建委、区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各镇街为成员
单位，专门设置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办
公室，统筹协调老旧住宅电梯增设工
作。

“我们坚持居民自筹与财政补贴
相结合，区财政将对每部增设电梯的
勘查、设计、施工等总费用的60%予
以补贴，补贴上限不超过25万元。”
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补贴政策的推出得到了广大居
民的拥护。

截至目前，渝北区老旧住宅增设
电梯共接受申请 854 台，现场踏勘
821台，占申请数比例为96.1%；发放
受理通知书的656台，占申请数比例
为76.8%；正在进行或已完成施工图
设计的共有535台，已办理规划许可
证的有 271 台，正在施工的有 158
台，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的有110台。
渝北区计划3年内在老旧小区增设
电梯300台以上。

智能门禁
让老人住得更安全

前不久，家住渝北花园新村社区丰
汇苑27栋的老人左仁碧家中来了一位

“特殊的客人”：“左孃孃，我是花园新村
社区工作人员龚小雪，这几天您好像都
没有出门哈，您身体不舒服吗？”

“这几天我是没出门，但你们是
啷个晓得的呢？”左仁碧很是惊奇。

“我们是通过智能门禁系统管理
平台数据统计发现的。左孃孃您一
个人居住，当时办理门禁我们设置了

‘特别关注’，今天系统提示我们您3

天没出门，我们按规定要上门核实情
况。”龚小雪解释道。

渝北区花园新村多数是单体楼，
房屋老旧，安防措施不完善，一直以
来其安全防护工作是一个让居民、社
区、警方头疼的“大事”。为切实解决
这一难题，今年年初在渝北区党委、
政府的带领下，由渝北区委政法委牵
头，区公安分局、龙山街道配合，开始
免费为花园新村各单体楼逐一安装

“智能门禁”系统，为居民们提供更加
科学更加有效的保护。

据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智
能门禁”系统不但可以加强对居民财

产安全的保护，还可以大大提升警务
效能。社区民警通过门禁系统可以
实时掌握注册人员使用门禁出入的
情况，可以加强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两实”管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变被
动为主动，变传统的社区民警逐门逐
户逐人登记为流动人口主动登记，实
现了有效的实时管控。

除了龙山街道，渝北区还在龙
溪、龙塔、宝圣湖、双凤桥等多个街道
选择老旧小区作为试点推行智能门
禁系统。截至目前，渝北区已在城区
老旧单体楼、公租房等安装了智能门
禁813套。数据显示，安装智能门禁
系统后，试点社区的刑事案件同比下
降93%，老百姓满意度达95%以上。

“一户一表”
让燃气使用更方便

“现在都是‘一户一表’，管道、气
表这些全部换新的，不仅方便交气
费，而且用气更安全。”说起燃气实行

“一户一表”的好处，回兴街道居民张
国华赞不绝口。

在老旧小区，燃气管道等基础设
施日益老化，这给居民使用天然气带
来了安全隐患。同时，由于不少老旧
小区的天然气表采用“总表、分表”的
计费方式，容易给居民带来用气纠

纷。为此，近年来，渝北区把对老旧
小区进行天然气“一户一表”改造作
为民生工程加以推进。

“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尤其
是家中有老人的家庭。进行‘一户一
表’改造后，更换了更安全的燃气设
备，我们用起来会更加方便、放心。”
市民孟女士说，老人上了年纪，记性
不好，很容易出现燃气安全隐患，使
用有保障的燃气设备，家中无疑加了
一把“安全锁”。

据渝北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9年，渝北区由重庆中燃城市
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在老旧小区实施天
然气“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其中双龙
湖街道6079户、两路街道142户、回
兴街道131户、宝圣湖街道20户。

为确保改造工程顺利实施，重庆中
燃公司由公司主要负责人牵头，分管领
导负责，制定改造实施计划，每周五下
午汇总本周改造任务数，以掌握工程实
施进度。同时，为保障工程顺利实施，
渝北区财政局对燃气“一户一表”改造
工程提供1000万元专项资金。

据介绍，截至目前，渝北区已完
成5720户“一户一表”改造，渝北区今
年燃气“一户一表”改造任务基本完
成。

盛志信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

增设电梯、安装智能门禁、实现燃气“一户一表”

渝北让老旧住宅焕发新活力

老旧住宅改造与民生
福祉相连，与城市文明相
系。近年来，渝北区通过
为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安
装智能门禁、进行燃气“一
户一表”改造等措施，不断
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让市民更有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使老旧社区焕
发出新的活力。

双龙湖街道凯歌路20号家属院增设电梯

▲近日，江北十八中教职工楼，居民乘坐加装的电
梯上下楼。 记者 崔力 摄

▲12月16日，沙坪坝区松林坡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教
居民灭火器使用方法。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