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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加装电梯的小区，需
要哪些步骤？济南市住房保障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一共
分四个步骤跑四个部门，如果
都顺利的话，20天能办完所有
手续。

首先市民可以携带相关
材料，去规划直属分局、高新
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办理
增设电梯规划审查意见，办理
时限为7个工作日；然后去各
区(管委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办理施工备案手续，办理时限
为3个工作日；再去市质监局
办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
告知手续，工作日即时办理；
最后到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
研究院办理电梯安装监督检
验手续，检验工作完成后10个
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

记者 刘一梦

四个步骤四部门
手续20天能办完

济南《导则》发布一个月，没有一栋老楼开工

老楼加装电梯没那么简单
□记者 刘一梦 郝小庆

老楼加装电梯，一直是许多老小区里居民们的热议话题。今
年我省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和威海5个城市开展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并按照每加装一台电梯给予总造价40%、
最高2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10月16日，济南发布老楼加装电梯

《导则》，有了政策的“东风”，再加上财政上的补贴，老楼加装电
梯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自《导则》发布一个多月以来，加装
电梯之路依然不简单。虽已有一二十部电梯进入了报批程序，但
目前济南还没有一栋老楼开工，不少项目止步于“协商”关。

二三十部电梯已完成加装设计

10月16日，济南市老旧住宅
小区整治改造和物业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济南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有关手续办理导则》，
对老楼加装电梯的具体导则进
行详细说明。根据《导则》，加装
电梯共分为四个大步骤。分别是
业主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委托
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公示、工程
手续的申报办理以及项目施工
与验收。

负责受理历下、槐荫、天桥
范围内加装电梯审查服务的济
南市规划局工作人员介绍，这
几个月来咨询的有几百号人，
而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两台。
历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工作
人员表示，历城区也仅有两台

通过规划预审，将办理施工备
案。“算下来加装电梯的手续最
多二十多天就可办理完成，而
在办理审批之前,必须将电梯设
计草图在小区内公示10个工作
日，协商好意见。

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在规划受理
中已完成方案设计且基本符合
条件的有二三十部电梯，完善
申报材料或招标采购还需要一
定时间，11月底肯定有小区可
以开工。“经过这段时间的部门
审批和业主充分协商，目前还
没有一台能够通过审批进入施
工阶段，大多数小区的电梯之
路都夭折在消防通道和协商关
上。”工作人员说。

消防通道是个硬杠杠，光线和噪音都不是问题

“一般五六层的电梯价格在
30-40万之间，硬件条件上必须
留出消防通道的空间，这是硬标
准，在咨询过程中能卡掉百分制
六七十的小区。”山东博尔特电
梯有限公司卢经理介绍，《济南
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有关手续
办理导则》中明确，“电梯不应占
据消防车道，车道的净宽度和净
空高度均不能小于4米，转弯半
径不小于9米，电梯外轮廓尺寸
不宜大于4 . 70m×2 . 80m，连廊伸
出长度不宜大于2 . 00m，宜采用
玻璃围护形式。”而济南许多老
旧小区楼间距比较小，无法满足
消防通道的空间面积，也就没法
安装电梯。

济南科院路上一处单位宿
舍为加装电梯的事已经奔波了
近三年，终于等到了细则公
布，可是符合加装电梯条件的
楼房却只占少数。经过前期评
估发现，小区里16栋老楼中，只
有5栋楼符合加装电梯的条件。
该单位宿舍老干部处处长王学
军说，老楼建设比较早，楼间
距设置较窄，加装电梯就意味
着会占用消防车道以及停车区

域。“有的楼之间间距虽
然大，但楼单元门口
还有联排储藏室或
小仓库，不是违建，
所 以 也 不 能 拆
除。”王学军表示，
由于消防要求是
老 楼 加 装 电 梯 的

“硬性指标”，所以只
要达不到这个硬条件，
即便居民想加装电梯也没
法开展。

对于许多居民顾虑的挡光
和噪音问题，卢经理也给出了解
释。“济南的大多数楼房单元门
都是朝北的，安装电梯的位置
就是阴面(北面)，本身就见不到
太阳，不存在挡光的问题。在电
梯噪音方面，国家规定的是55分
贝以内，这个电梯完全是达标
的，电梯的牵引系统都是在顶
层，所以电梯箱体内和楼房内
是基本你听不到的。”卢经理
说，对于安装电梯来说，电梯确
实可能对供水、供暖管道产生
影响，但改造这些管道技术上
来讲并不难，难的是让居民们
接受这种“调整”。

三分之二都同意，但一户“不表态”也白搭

符合加装条件的老楼
进展如何？记者走访了
位于经十路、山师东
路等处的多个正在
推进加装电梯的老
旧小区，发现由于
遮挡、管道修改、资
金分配等各种各样

的原因，大多数小区
都卡在了“协商”关上。
20日，记者来到济南一

单位宿舍，看到有一栋楼的单
元门上已经贴出了电梯增设设
计方案和意见统计表，3个单元
中，只有二单元的意见统计表上
签满了居民的“同意”。“文件规
定‘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其
余业主也没有反对意见’就可

以，可这个‘没有反对意见’让人
很为难，目前我们35户只剩下4
户没签字，他们不明确反对，可
就是不签字，工作就无法继续
开展。”牵头人王伟(化名)说，四
户居民担忧的问题分别是遮挡
阳台视线、空调管道改造的问
题。这些问题背后更多的是低
层居民的“心里不平衡”。

“作为低层住户，安电梯相

当于给自家门口‘添堵’，不是
所有人都能有这个气度；另一
个方面，不平衡的问题集中在

‘钱’和‘升值’的问题上，本来
是优势楼层一楼二楼安装完之
后，房价就倒置了。”王伟说，因
为涉及到暖气管道改造，电梯
公司建议等整栋楼全部协调好
意见后再统一开工。这么一来，
已经全部同意的二单元居民也
无法先往下开展。

同样处于协商困境的还有
经十路上一单位宿舍。“三楼业
主认为自己也是低层，不应该
拿太多钱。”单元牵头人说，当
年买房的时候，低楼层比五六
层的贵多了，安完电梯后高层
房屋肯定升值个十万没问题，
房价反过来了，低楼层居民就
感到‘吃亏’了。

“为了保证业主意见的真
实性和有效性，许多小区又重
新返工签字。文件是允许弃权及
不参与的，但‘不表态’是不行
的，只有全部签完明确的意见，
且没有反对的才行。”济南市历
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老旧小
区整治办公室主任张殿伟说。

为了解决“协商”难题，济南
许多小区各出高招。电梯造价也
是许多老楼居民在意的点，而这
个问题可以通过减少连廊来控
制成本。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
司卢经理介绍，安装电梯不一定
非要每层一停，可以采取两层共
用一个出口的方式。“比如2楼和
3楼共用一个出口，3楼和4楼共
用一个出口，这样一来成本就减

半了，上下两户居民出了电梯再
走十个台阶就可以。”

济南经十路一户单位宿舍
楼按照电梯的造价给5层楼制定
了系数比例，5楼系数为1，六楼
是1 . 1，七楼是1 . 2，四楼是0 . 9，三
楼0 . 8。由于顶层住户比较年轻，
没有乘坐电梯需求而投了反对
票，而为了挽回这一“反对”票，
牵头小组商量出了“折旧价”的

政策。
“一开始不参与使用电梯的

居民可以不摊费用，后续想加入
的话再按照楼层比例补上即可，
居民每晚加入一年就可以少交
5%的折旧费。”牵头人李强(化名)
表示，“电梯安好的第二年想加
入，交原定分摊费用的95%就可
以，以此类推，20年后再加入的
居民就可以免费使用了。根据平
摊的费用的比例，加上政府会补
贴的40%,安装一部电梯，每户平

均拿2万左右。”
此外，还有小区将部分政府

补贴金作为对一层二层业主的
补偿款。“都是老同事了，大家也
都互相体谅，毕竟安电梯是我们
高层住户受益更多。”二环路上
一栋单位楼的楼长说，提出要加
装电梯的时候，一层二层住户同
意时没有半点犹豫，其他楼层安
装电梯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细化
比例，而是直接由参与住户(除
一二层)平摊。

减成本、折旧价、补偿款 用“钱”平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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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按楼梯数分摊费用

广州“百梯万人”加装电
梯项目不断推进，目前，康乃
馨苑的一栋老楼进展最快，已
经进入施工阶段，预计过年前
能用上。

2015年，牵头人就开始为
加装电梯做准备，为了方便联
络，牵头人建了QQ群，不少居
民开始主动为工程出谋划策，
因此筹备小组成立。牵头人认
为，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由多
人分摊工作，并且“术业有专
攻”，不同人负责不同领域。

在协商准备工作中，费用
分摊问题是所有住户关心的
焦点。该栋楼按照不同楼层的
居民所爬楼梯数占总楼梯数
的比例来分摊，这样算下来，
高楼层的费用大约是低楼层
的三倍。

此外，在电梯的选择上，
该栋楼居民根据实际情况对
电梯的额外功能有所要求，例
如刷卡乘坐、断电自动落到平
层等功能，以方便使用。

上海：
电费按乘梯次数算

在深度老龄化的上海，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已成为刚需。
目前，上海市长宁区已竣工加
装电梯7台，另有一台已完工，
正在验收过程中。

最早安装的楼房起初也
有少数居民因采光等问题不
同意加装，但经过居委会工作
和设计方案修正，电梯顺利进
入到施工阶段。为了不影响楼
道采光，方案在电梯和楼道之
间左右各设计新开了两扇小
窗；居民乘电梯需刷智能卡，
只能停到自己所在的楼层，每
月电费则根据智能卡使用的
次数来分摊。

据了解，根据上海市规
定，加装电梯需要本幢楼90%
居民同意，且无坚决反对意
见。部分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居
民，如果不参与加装电梯，那
么这一户应该承担的费用，就
由楼内其他居民分摊。 综合

济济南南一一单单位位宿宿舍舍公公示示电电梯梯协协议议，，

一一户户不不同同意意。。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济济南南一一干干休休所所宿宿舍舍安安装装的的电电梯梯前前预预留留了了消消防防通通道道。。 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