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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亿元老小区提升工程面面观
宗旨：改善小区环境造福居民 诉求：改造中加强协调减少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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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改善老住宅小区配套设施条件!

优化居住环境!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截至
!"#"

年!我市累计投入资金
$%&'

亿元!对市区
#!&

个"

'($%()

万平方米的成建

制老住宅区和
#'#

处"

##)%!$

万平方米的非成建制散居楼实施了老小区

综合整治#我市老小区综合整治工程于
!**$

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人居环境范例奖%#

去年!我市对已整治的成建制小区进行$回头看%!全面开展老住宅

区提升工程!先后对北环新村&花园南村&站北新村等
+

个小区&

,&

万平

方米住宅进行了提升改造#今年我市将继续推进老住宅区提升工程!再

投资
#-$'

亿元!对五角场西村&朝阳四村&浦北新村&建材新村&会馆浜

新村&西新桥三村和圩墩新村
+

个小区&总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的住宅

进行提升#对于此项提升工程!接连有市民向本报反映!称小区内铺设

管道!总是重复开挖'大夏天搭着脚手架!家里闷得透不过气((明明

是一项惠民工程!居民为何却总是一片怨言)日前!记者先后采访了西

新桥三村居民&项目提升工程施工单位和钟楼区房管局&市物业管理中

心等部门!试图破解这一谜底#

老小区改造 两手都要硬
安 文

! !

作为惠民工程!常州老小区改造

成绩斐然!笔者亦是受益者# 今年政

府向$两会%庄重承诺将继续改造
+

个老小区!可谓深得民心#不过!如果

将老小区改造简单视为物质文明建

设的硬工程!则失之偏颇# 老小区改

造不仅要改造基础设施和小区环境!

更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改变小区居

民的精神面貌!共建文明小区与和谐

城市# 在老小区改造中!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然而! 我市老小区改造或多或

少存在抓设

施和环境改

造硬& 抓精

神文明建设

缺位或不到

位的问题#如政府投资修路&亮灯&装

探头!但对报栏&健身&文化站等投入

不足! 相关人员的配备和培训也不

够!更缺乏针对改造后老小区规范管

理和移风易俗活动的研究及办法!导

致老小区硬件改观了!而居民精神面

貌并无多大变化#老小区改造施工单

位很多并非正规建筑企业!至少主要

雇的是临时工! 为赶工期野蛮作业!

毁坏绿化!与居民争斗!质量不合格

等等扰民行为屡见不鲜#也有些居民

对老小区改造不热心&不关心&不支

持!一旦触犯到个人利益!如拆违建&

取缔乱停车和开荒种菜等等!就暴跳

如雷!妨碍甚至阻止施工#

事实证明! 老小区改造的过程

和结果都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

起抓! 两手都要硬# 政府首先不能有

$恩赐%观点!要把老小区改造作为为

提高居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服

务!提升市民幸福指数的大戏来唱#事

先应反复征求居民意见! 制定充分反

映民意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并与小区

业主委员会签订协议! 明确各方责&

权&利'施工中应派联络员与业主委员

会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听取居民意见!

并及时反馈处理' 完工后应吸收业主

委员会代表参加工程验收! 解决遗留

问题! 并协商安排改造后小区设施运

行和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 以及商定

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办法# 老小区改

造施工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 委派

素质较高的项目经理! 组建完整的施

工队伍!配备施工设备!在现场施工监

理的监督下!严格按合同要求施工#项

目经理和现场监理要对现场文明施工

和安全作业负责!严禁野蛮作业&毁坏

绿化& 与居民争斗! 更要防范质量隐

患! 做到改造一个小区! 锻炼一支队

伍!树立一座丰碑!开拓一方市场#

小区是我家!文明靠大家#不动产

价值主要在于$不动%因素!老小区住

宅增值靠的不是室内装修! 而是环境

改善#政府投资改造老小区!是在提高

居民幸福指数的同时! 无偿为老小区

业主提供住宅增值服务! 我们理应举

双手拥护!全力支持!理性处理改造过

程中的不便&个人利益损失等矛盾'我

们理应弃眼前图长远&舍小家为大家#

当然! 每个小区都有极少数不太讲道

理的人! 这时就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

会组织居民自我教育& 自我完善和自

我管理的自主自治功能! 这是当前创

新和发展社会管理& 建设和谐民主公

民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成功的老小

区改造必然经历的实践活动#

（作者系河海大学苏南经济发展

研究所所长、教授）

专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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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诉求】

减少反复开挖
减少扰民现象

&

月
!!

日，钟楼区西新桥三村部分

居民来电反映，今年钟楼区老住宅小

区改造提升惠民工程开始了，但让他

们不解的是，工程施工过程中，各相关

施工单位为何总是各自为战，频频“扰

民”，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居民们

说，在工程现场，各个施工队混杂在一

起，先是在楼宇间开挖铺设污水管道，

刚刚铺好填埋好，自来水管道改造的

施工人员又在污水管道旁重新开挖，

没过几天，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电缆的

施工队也相继来开挖铺设管线。如今

的小区内经常是弄得乱七八糟，地坪

高高低低，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

这两天，居民楼的墙外粉刷工程

也进场了，脚手架搭到了四楼，楼与楼

之间原有的走道几乎全部给施工队占

用了，居民出门买菜，走路都得战战兢

兢，百姓们怨声载道。再则，去年刚刚

安装好的防盗门，因为施工只能昼夜

敞开，防盗门成了聋子的耳朵———摆

设。居民们说，发达国家在城市公共设

施地下管道铺设方面，采取的是统一

埋设、统一维护和更换管道，非常方

便、科学合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

呢？为何总停留在“各打各的仗”的初

级阶段，如此的改造提升工程可真差

劲，希望相关部门能把百姓利益放首

位，协调建设各方后尽量统一行动。

【记者调查】

强化现场监管
方便居民生活

西新桥三村施工现场。记者看到，

居民楼前，施工人员有的在开挖铺设

自来水管的管渠，有的在搭设脚手架，

施工场面确实比较乱，与居民反映的

情况基本相符。

在西三村
$%'

幢居民楼前，施工人

员正在脚手架上加装防护网，
$"$

室的

张婆婆对记者说：“房屋改造对我们当

然是好事，就是希望速度要快点。脚手

架上加装防护网后，家里的光线和通

风都受到影响，很不方便。”
$"!

室的梁

先生指着正对其家门前的一根竹柱

说：“施工人员搭竹排时，我就提出来

不要竖在这里，可他们不听，害得我电

动车都不能推进家门，希望能挪个

位。”在
$&(

幢居民楼前，记者看到自来

水管道虽已铺设到位了，但泥土和碎

砖依然堆在场地上。居民陈老伯无奈

地说：“记者同志，你看看，施工单位也

应该把这些土

堆弄弄平吧。

这里大多数住

的 都 是 老 年

人，万一给绊

倒了怎么办？”

一旁的黄女士接过话茬：“老小区整治

总归会有影响的，大家要配合好，坚持

几个月，环境好了，生活就更舒畅。”施

工现场，紧张而忙碌，场地上堆放着各

种建筑材料，居民出入都得小心慢行。

采访中，部分居民对施工状况提出了

不少意见，大多数居民则表示支持、理

解。就
$%'

幢
$"!

室梁先生提出的竹柱

影响他家出入的情况，施工单位负责

人黄君云当场表态：“马上调整，保证

让住户出入方便。”对于百姓提出的合

理化建议，钟楼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会在建设施工中及时采纳。

遇到意见不一致时，会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研究，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本着

从细微处为百姓着想的原则，耐心做

好宣传解释工作，赢得居民的配合和

支持，让民心工程得民心，顺民意。

据西三村改造提升工程现场负责

人———钟楼区房管局的路建明介绍，

今年钟楼区范围内的老小区提升改造

工程涉及西新桥三村和会馆浜新村两

个小区，共有
&)

幢居民住宅楼，其中西

三村共有
*)

幢住宅楼
!$'%

户居民，分

二、三、四标段进行实施，二标段的范

围是
$(+

幢
,#(&

幢、
!(+

幢
,!(-

幢、
!+#

幢
,!+*

幢；三标段的范围是
#(%

幢
,

#&'

幢；四标段的范围是
#&(

幢
,#-)

幢。在这
)

个标段中，钟楼区房管部门

负责房屋本体出新、附属设施整治、配

套设施建设和停车设施补建四大工程

项目，小区内的弱电空线整理、污水管

网、燃气管道、自来水管网、路灯设施

等改造项目则由各职能专业部门负责

实施。路建明说，今年
'

月，在小区实施

改造前，钟楼区房管部门就把相关改

造方案在小区内进行了公示，向广大

居民征求建议和意见。
'

月
#*

日，污水

管网整治施工单位第一个进场施工，

到
(

月
#%

日撤场；
(

月中旬至
*

月底，燃

气管网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

月中下

旬，自来水管网和弱电管网施工单位

同步进场。由于自来水管网铺设路线

复杂，目前还在施工。
&

月
#*

日，钟楼房

管部门负责的四大工程的各施工单位

相继进场。“进场前，我们多次召集各

管线施工单位开过协调会，要求他们

尽量做到‘开挖、铺管、填土’同时进

行，减少扰民现象。但因种种原因，施

工扰民情况还时有发生，这在以后的

施工中将尽量避免。”

各种管线为何不能一次开挖铺设

到位呢？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由于老新

村建设年代久远，当初在规划设计时，

同一小区的各居民楼之间不是同步建

设、施工的，造成了各路管网建设存在

时间差、地理位置差等问题，以致这次

小区整治提升工程只能在现有地貌的

基础上，实施各管网的改造和维护。其

次，由于各管线敷设的要求不同，燃

气、自来水、污水和弱电管不在同一标

高，管线位置也不一致。如污水管埋设

的位置一般在地下
#.(

米
,#.!

米左右；

而其他管道一般为
+.*

米，强电与弱电

要保持水平间距
+.*

米以上。第三，原

有管线又要保证居民的正常使用，新

管线又需重新铺设，如此一来，势必造

成了各管线施工单位无法做到同步施

工建设，以致施工周期相对较长。就西

三村的提升改造工程的施工进度，路

建明解释，所有施工项目确保在
#!

月

底完成。至于住宅楼旁的脚手架问题，

目前他们要求各施工单位分期分批搭

设，从搭建到拆卸，保证在
)

个月内完

成。为保证各居民楼的安全，还要求各

施工单位昼夜派驻值班人员，进行日

常巡查。在搭设的施工竹排脚手架上

配置消防灭火器，悬挂在行人伸手即

能拿到的地方，以防安全隐患。因施工

期间给居民带来的不便和影响，钟楼

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会严格

要求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按照文明

施工的要求和规定，及时做好建筑垃

圾的清运，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上，

尽量缩短施工时间，做到少扰民和零

投诉。同时也请广大居民给予配合、支

持、理解和包容。

【官方回音】

再投1.48亿元
改善小区人居环境

继去年对北环新村、花园南村、站

北新村等
&

个成建制老住宅小区实施

提升工程后，今年我市将再投资
#.'%

亿元，对五角场西村、朝阳四村、浦北

新村、建材新村、会馆浜新村、西新桥

三村和圩墩新村
&

个小区进行整治提

升。这项庞大的惠民工程，与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施工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

题也在所难免，作为市房管部门又是

如何应对的？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各

工程项目有何标准和要求？昨天，记者

专门采访了市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庄

锡中。

据庄副主任介绍，为做好这项工

作，他们从去年
#+

月就开始落实各项

前期工作，针对各个小区的特点，科学

制定“一村一策实施方案”，并把各改

造实施方案在小区中公示，广泛征求

居民意见后，再确定整治提升工程实

施内容和整治后的长效管理模式。在

此基础上，按照工程建设规范要求，各

区房管局开展工程立项、工程招投标

等前期工作，确保环境整治工作于
*

月

底全面进场施工。主要包括污水管道

整修和疏浚工程、自来水管网改造工

程、天然气管道改造工程、
&

米以上主

干道黑色化工程、路灯设施改造新增

工程和市基础通信弱电线路入地工

程，因施工参与部门多，市房管局多次

会同市城乡建设局、管道公司等相关

部门和单位召开协调沟通会，明确目

标，部署任务，要求各专项单位严格按

照“先地下，后地上”、“先深后浅”的原

则，克服阴雨天气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影响，有序开展各项整治工作。各施

工、监理、设计等部门在规范设计的基

础上，精心实施，最大程度地节约时

间、集约资源，把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

低，确保年内完成各项任务。

据了解，此次
&

个老小区提升工程

的目标为：外观新颖、配套齐全、环境

优美、卫生整洁。其中外观新颖要求全

面提升建筑外立面，达到现代化的城

市景观要求；配套齐全，就是增加设置

市政配套设施，完善配套功能；环境优

美，要求重新塑造小区景观设施，使园

林、绿化、休闲、健身等功能有机结合；

卫生整洁，即实现雨污分流，弱电线入

地。各小区的提升方案，内容包括四大

部分：一是建筑专项。由于小区建筑立

面陈旧，外饰老化，楼道内饰污染普

遍。住宅楼立面落水管缺失、配套公共

建筑缺失、破损现象严重和屋顶渗漏

严重等问题，急需进行外墙立面出新、

单元楼道亮化、完善落水管系统、屋面

修补、围墙整修、增设空调支架等。二

是市政专项。小区强弱电架空线整理，

所有弱电架空线路入地，污水、自来

水、天然气等管道改造更新，路灯设施

改造等。三是景观专项。由于小区功能

不完善，功能空间不足，休闲交流空间

缺乏，绿化效果不美观，植物配置不合

理，管理与养护不到位，绿地侵食现象

较为突出等一系列问题，需进行综合

绿化调整。按照整理地形、种植树木、

铺种草坪、布置花景的程序，修剪各类

乔灌木，且以现有高大树木和草坪为主，

以低矮金边黄杨、桂花等植物为辅，科学

规划和布设小区绿化和小品景点，进一

步完善体育设施等，保证小区绿化环境

优美。四是主次干道交通专项。要求主次

干道的路面均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单元

入口及人行步道均铺设彩砖。庄锡中告

诉记者，这四大整治内容，看似粗框条

款，其实每个子项目都有严格的标准和

要求。如单元楼道亮化这一项，除楼梯内

墙面重新粉刷、楼道内增设感应灯照明

系统外，楼梯栏杆及扶手全都应重新油

漆，楼梯间公共部位破损的窗户应全部

更换塑钢窗。落水系统必须进行建筑雨

落水系统设计，更新的落水管原则上采

用直径为
##+

毫米的
/,012

实壁管，并要

求承插粘接，每层设伸缩节。至于屋面修

补一项，原则上要求屋面檐沟及女儿墙

等防水薄弱处加铺防水卷材一层后，再

对屋面及檐沟的渗水部位进行修补。

庄锡中说，由于西三村、圩墩新村、

浦北新村等这
&

个老小区，在早期规划建

设时，车位配置不足，造成了目前“停车

难”的共性问题。为了停车，小区居民随

意挤占道路或绿化带的现象时有发生，

不仅损坏了小区环境，对居民的出行安

全也构成威胁，新增停车泊位已迫在眉

睫。这次
&

个老小区整治提升，在四大专

项工程的基础上，还将进行停车设施建

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建设草坪砖铺设停

车泊位，并在小区道路和周边道路的道

板上施划停车泊位。据初步估计，今年提

升小区将新增停车泊位
&'!

个。这些停车

泊位的改造，坚持“疏、整、补、留”的设计

理念，即：“疏”，就是疏导小区主干道的

停车，确保足够宽度的消防车道；“整”，

化零为整，合理规范小区停车，统一设计

草坪砖停车，在满足小区居民停车的同

时又恢复和兴建一部分小区景观，还更

多的绿化给小区居民；“补”，就是在现有

停车比较集中的绿化带内补建一部分停

车场，满足居民停车需求，同时补种一部

分绿化，有效减少车辆灯光、尾气的影

响；“留”，就是保留现有较好的宅前宅后

绿化，保留现有大树，疏导小区主干道停

车，优化小区人居环境。

【相关链接】

小区景观的整治结构为
“三园、两带、多宅间”

三园***健身游园" 休闲游园和欢

乐游园+

健身游园!

现状：基本无绿化、缺乏景观小品及

健身设施。

改造：增加绿化，丰富绿化层次，增

添景观小品及健身设施。

休闲游园!

现状：场地缺乏休息设施，绿化形式

单一、景观效果较差。

改造：增加休闲座凳及特色景墙，整

理现状绿化、硬质铺装。

欢乐游园!

现状：绿地侵蚀严重，空间利用不

足、景观效果较差。

改造：增加硬质休闲园路与景观小

品，整理现状绿化、增加乔灌木。

两带***南侧主入口带和北侧滨河

带+

南侧主入口带!

现状：绿化层次单一、行道树过密、

出入口形象不明显。

改造：调整行道树形态、增添人行道

铺装，凸显入口形象。

北侧滨河带!

现状：绿地侵蚀现象严重，滨河特色

不明显，景观欠佳。

改造：绿化造景，丰富滨河及宅前景

观，增添休闲广场及景观小品。

特色宅间!

模式一,保留现状，增加行道树、配

置地被植物。

模式二,局部调整，单侧拓宽宅间道

路，增设停车位。

模式三,重新整合，改变布局形式、

人车分流、增加停车位、种植高大乔木，

打造功能设施齐全、景观优美、管理到位

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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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桥三村整治后效果图

西新桥三村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