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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政规—2021—1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洛政办〔2021〕5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 

提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实施方案》已经

市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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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 

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为目标，以配套基

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为重点，高质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

片改造提质，打造环境整洁、设施配套、绿色生态、智慧安防、

管理到位、群众满意的绿色社区、完整社区、智慧社区，建设共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豫政办

〔2019〕58 号）、《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建城建〔2020〕475 号），更大力

度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工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推动惠民生扩内需，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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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美好家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1.规划引领，分类实施。以总体规划设计为引领，按照“优

化布局、完善功能、提升形象、便民利民”的总体思路，坚持“绣

花”式微改造理念，突出城市风貌和区域局部特色，统筹规划，

精准施策，实现城镇老旧小区形态更新、功能更新、治理更新。 

2.以人为本，利民惠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合

理确定改造内容，高质量做好老旧小区组团连片范围内的基础设

施改造，做好党建、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环卫等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建设及智慧化改造，真正实现补短板、惠民生。 

3.组团连片，集散为整。合理拓展改造实施单元，统一实施

规划、设计、改造、管理，推进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联动改造，

加强片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 

4.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广泛开展“美

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充分调动小区关联单位和社

会力量参与改造，激发居民参与改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创

新模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形成“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社会合

力、市场运作”的工作机制。 

5.内外兼修，提升内涵。兼顾基础设施配套和完善公共服务

功能，兼顾改造硬设施和改善软服务，做到“里子”“面子”一

起改，在推进组团连片改造中提升城市品质，让旧小区呈现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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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老居民过上新生活，让群众在改造提质中看到更多变化、得

到更多实惠。 

6.保护优先，传承历史。兼顾改造提质、完善功能和传承历

史、延续文脉，在落实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要求、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村镇）的同时，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环境品质，展现城市（村

镇）特色，传承历史文脉。 

7.建管结合，持续发展。坚持改造提质与后续管理并重，强

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基层组织、居民委员

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议事

协调机制，共同协商解决涉及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实现决策共

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三）工作目标。利用 3 年时间完成 2000 年前建成的城镇

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同步完善街区养老、托幼、文化、

医疗、助餐、家政、快递、便民等公共服务配套，实现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由单个小区向连片街区纵深推进。 

二、主要任务 

（一）改造提质范围 

改造提质范围主要是指 2000 年前建成的失养失修失管、市

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但房屋结构安全、不

宜整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

组团连片区域（若片区范围内有 2001 年至 2005 年建成的老旧小

区，同步列入改造范围）。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中央和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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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所属城镇老旧小区按属地原则纳入组团连片改造计划，一并

组织实施。 

（二）改造提质任务 

全市组团连片改造提质的城镇老旧小区共 182 个片区、1850

个小区，涉及居民 201831 户。其中，中心城区组团连片改造提

质 117 个片区、995 个小区，涉及居民 157699 户。各县（市）、

吉利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65个片区、855个小区，涉及居民44132

户。 

2021 年计划改造提质 76 个片区，涉及居民 81379 户。其中，

中心城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 50 个片区，涉及居民 63894 户（涧

西区 16 个片区、16782 户，西工区 13 个片区、25991 户，老城

区 11 个片区、8386 户，瀍河区 4个片区、4325 户，洛龙区 3个

片区、6728 户，高新区 2个片区、724 户，龙门园区 1个片区、

958 户）；各县（市）、吉利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 26 个片区，涉

及居民 17485 户（偃师市 2个片区、1656 户，孟津县 5个片区、

2437 户，新安县 1个片区、1586 户，伊川县 3个片区、2785 户，

宜阳县 2 个片区、863 户，汝阳县 1 个片区、438 户，洛宁县 3

个片区、1424 户，栾川县 7 个片区、2071 户，嵩县 1 个片区、

3508 户，吉利区 1个片区、717 户）。 

2022 年计划改造提质 62 个片区，涉及居民 70638 户。其中，

中心城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 40 个片区、涉及居民 55760 户；各

县（市）、吉利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 22 个片区，涉及居民 1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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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2023 年计划改造提质 44 个片区，涉及居民 49814 户。其中，

中心城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 27 个片区，涉及居民 38045 户；各

县（市）、吉利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 17 个片区，涉及居民 11769

户。 

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范围内涉及的城市书房建设，以及农

贸市场、批发市场的改造提升、关闭、疏解外迁工作，按照洛阳

市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实施。 

（三）改造提质内容 

1.配套基础设施：聚焦满足基本民生需求，对城镇老旧小区

组团连片范围内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主要内容是

在落实经济适用、节能节水、绿色环保和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基础

上，改造组团连片范围内的供水、排水（雨水、污水）、供电、

弱电、道路、供气、供热、消防、安防、照明、充电、生活垃圾

分类、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光纤入户、架空线规整（入地）、

停车场、停车泊位或车库等项目，推进街区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化

和绿网、水网、路网有机融合，改造后基本解决污水漫溢、大雨

内涝、小雨积水、线路杂乱、道路不平、路灯不亮、安防设施不

全、绿地布局不合理等严重影响民生质量的低标准基础设施建设

问题。 

2.提升人居环境：聚焦完善社区居住环境，对城镇老旧小区

组团连片范围内的生活居住环境进行改造提升。主要内容包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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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连片范围内的违建拆除、门店整治、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整治

等，以及修缮外墙屋顶、公共楼道、大门入口，完善门牌标识，

进行绿化美化，增添凉亭花园，实施建筑节能改造和卫生整治，

推进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设施

建设，对片区内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和自

然资源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等。通过改造，基本解决侵占公共场所

和绿地、缺少休闲凉亭和坐椅、各类识别标志不全、油烟和污水

等污染源不达标排放等问题，实现片区环境安全、整洁、有序、

智能。 

3.优化居民服务：聚焦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对城镇老旧小区

组团连片范围内的“医养托护邮吃健文教娱”等综合服务功能进

行配套，建立完备的服务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在城镇老旧小区组

团连片范围内增设党建中心、物业用房，完善医疗、养老、托幼、

护理、助餐、购物、文化、健身、家政、快递等服务。通过改造，

基本完善 15 分钟社区公共服务生活圈。 

4.规范社区管理：聚焦完善基层组织、引进物业管理，对组

团连片范围内的城镇老旧小区实施长效管理。主要内容包括采用

市场化物业服务、社区保障性物业管理、业主自治管理等模式，

积极推进物业管理全覆盖；加强党对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实行

社区网格化管理，建立社区管理公众参与机制，推动物业管理融

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通过改造，基本解决党建活动无场地、物

业服务无用房、通知公告无专栏、居民行为无公约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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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造提质标准 

按照《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建城建〔2020〕475 号）、《河南省城镇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技术导则（试行）》《河南省绿色社区创建行

动实施方案》《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导则》《洛阳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洛政

〔2016〕57 号）等文件相关要求，结合《洛阳市推进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洛阳市公安局老旧小区智慧安

防工作方案》《关于实施城市区家属院（楼）物业管理全覆盖的

通知》《关于推进居民楼院物业管理全覆盖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相关规定，把创建绿色社区、完整社区、智慧社区贯穿改造全过

程，按照“五全”（基础设施全到位、城市功能全配套、智慧安

防全植入、绿色生态全渗透、物业管理全覆盖）和“九位一体”

（建筑立面干净整洁、沿街门店规整统一、街巷道路平整通畅、

绿化景观增量提升、路灯照明节能完好、停车场地设置合理、加

装电梯科学安全、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公共服务满足需要）总要

求实施改造。改造后的小区达到“三入、四通、四有、两整”标

准，即电线、网线、缆线全部入地入槽，水、电、气、暖管路畅

通，有物业管理、有智慧安防系统、有健身娱乐设施、有新式垃

圾分类设施，道路平整、路沿齐整；改造后的片区达到“三合、

三整、九有”标准，即线路网路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多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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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规整、道路平整、路沿齐整，15 分钟生活圈内有便民服务中

心、有“乐养居”、有医疗服务中心、有城市书房（阅览室）、

有公共厕所、有快递收发点、有便民超市、有停车场地、有充电

设施，符合绿色社区创建标准。 

三、实施机制 

（一）动员居民参与机制。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要与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居民自治机制建设、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有

机结合。建立和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区

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统筹协调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产

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推进改造。搭建沟通议事平台，利

用“互联网+共建共治共享”等线上线下手段，主动了解居民诉

求，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开展多种形式基层协商，促进居民形成

共识。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制定改造方案、配合改造施工、共同验收项目、监督后续

管理、评价和反馈小区改造效果等。积极推动设计师、工程师进

社区，辅导居民有效参与改造。组织引导社区内机关、企事业单

位积极参与改造。 

（二）强化项目推进机制。各县（市、区）政府要明确项目

实施主体，健全项目管理机制，推进项目有序实施。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推进改造，优先选用经济适用、绿色环保的技术、工艺、

材料、产品，结合改造工作推进绿色社区创建。改造项目涉及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应严格落实相关保护修缮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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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责任，组织做好工程验收移交，杜绝安全隐

患。改造后仍无法满足消防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相关部门共同

制定防火、救援、管理综合解决方案。禁止收取不合理费用，为

专业经营单位的工程实施提供便利。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 

    （三）建立资源整合机制。鼓励以街道或社区为单位对区域

内有共同改造需求的城镇老旧小区归并整合、联动改造、物业一

体化服务。加强既有用地集约混合利用，利用小区整合过程中可

以利用的空地、荒地、绿地、拆除违建腾空土地等，增设停车位、

健身器材等各类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利用原有空置的锅炉房等

闲置房屋资源，增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物业管理用房、便利店、

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设施。 

（四）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

有效路径，同步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实行社区党

组织和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成员双向交叉任职。根据城镇老旧

小区实际状况，引导居民协商确定改造后小区的管理模式、管理

规约及业主议事规则，共同维护改造成果。制定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提质后的长效管理方案，推进物业管理全覆盖，实现“一次改

造、长效管理”。建立健全城镇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

使用、续筹机制，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道。 

四、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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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准备阶段（2021 年 3 月底前） 

1.编制规划计划。各县（市、区）要按照改造范围、内容、

标准和目标任务，结合组团连片区域内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古树名木、城市书房、乐养居、农贸市场、批发市场、沿街门店

等既有条件，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一路一策、一楼一策”，

统筹“城区、街区、社区”规划衔接，结合区域特色，科学制定

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规划计划。 

2.强化宣传发动。市、县（市、区）两级要在动员部署的基

础上，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向群

众大力宣传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的重要意义，强化群

众主体地位，提高群众参与感、认同感，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改造

工作的重要标准。  

3.先期组织推进。依托我市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对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范围内存在的垃圾积存、扬尘污染、乱停乱放、交

通拥堵等乱象，以快速“治标”为目的，先期进行集中治理整顿。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10 月底）  

1.制定方案。各县（市、区）要采取“一征三议两公开”工

作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坚持民生为先、补短为主和缺

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原则制定改造方案。方案经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研究后，在小区内予以公示，做到编制改

造方案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保改

造方案满足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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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评审。各县（市、区）要确保改造项目符合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改造范围、内容和标准要求，确保改造资金来源清

晰、投资预算编制合理。 

3.组织施工。各县（市、区）要严格落实工程招投标制度，

选择资质等级高、管理能力强、信誉信用好的施工及监理公司实

施改造工程，落实专人负责严格工程监管。改造工程信息要在小

区、社区（村镇）显著位置向群众公示。要加强对改造过程的监

督管理，严格按图施工，落实土方开挖、管网改造、施工围挡、

施工防火等施工安全措施，杜绝安全隐患。 

4.决算审计。改造工程项目完工后，各县（市、区）要组织

专业队伍开展专项审计，严防出现工程偷工减料、挪用套取改造

资金等问题，使项目建设既符合上级文件要求，又符合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实际。 

5.工程验收。各县（市、区）要按照工程管理规范和改造工

作要求，组织相关单位对改造工程进行验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确保改造一个、合格一个、交付一个。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3 年 12 月底前）  

各县（市、区）要建立健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成果

长效管理机制，落实具体管理举措。 

1. 落实物业管理。各县（市、区）在编制城镇老旧小区组团

连片改造方案时，要征求居民意见，同步拟定物业管理方案，方

案应包括物业管理方式、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补贴措施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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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可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制定补贴政策。 

2. 明确管理责任。改造涉及的工程项目，保修期内由建设单

位负责质量维修。日常使用管理维护和保修期后的维修，涉及老

旧小区的纳入物业服务内容，由物业管理单位承担。  

3. 加强服务监督。各县（市、区）要对改造后的城镇老旧小

区建立完善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定期对物业服务情况进行

考核评定，评定结果作为拨付物业补贴的重要依据。  

4. 提升服务水平。加快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研究制定行业信用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质价相符”

的高质量物业服务供给体系。建立城市管理联合执法机制，综合

运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服务

水平。 

五、资金筹措  

（一）用足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各县（市、区）要积极做

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的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申报工作，

符合中央、省资金政策支持改造的老旧小区和项目应报尽报，应

改尽改。其中，通过发改部门申报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所支持的改造内容包括的相关配套基础

设施有：小区内的道路、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绿化、照

明、围墙、垃圾收储等基础设施，小区内的养老抚幼、无障碍、

便民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与小区直接相关的道路和公共交通、

通信、供电、供排水、供气、供热、停车库（场）等城镇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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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原则上不得用于主干道、主管网、综合管廊、广场、城

市公园等与小区不直接相关的城镇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单位编制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需纳入住建系统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库，

分小区红线内和小区红线外两类进行申报，且申报中央预算内投

资比例不超过配套建设项目总投资的 90%。申报红线内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的，在提供主体工程手续的基础上，需

提供配套设施的工程量清单和财政评审结果；小区红线外与保障

性安居工程直接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

程序的管理和规定，办理完成立项、土地、规划、环保、图纸设

计、施工许可等手续，并提供工程量清单和财政评审结果。卫生

健康、民政、体育等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要积极向上申报各类专项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

改造，并与我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同步配套使用。

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民政、体育等涉及住宅小

区的各类资金的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用

足政策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城镇老旧小区组团

连片改造工作相关项目的审计监督，督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盘活本级资源。各县（市、区）要全面清理国有住房

出售收入存量资金，将房改房售房款及其他国有住房出售收入存

量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强既有用地集约混合利用，在

不违反规划且征得居民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利用小区及周边存量

土地建设各类环境及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整合社区服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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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资源，通过统筹利用公有住房、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和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存量房屋资源，增设各类服务设施。有条件

的地方可通过租赁住宅楼底层商业用房等其他符合条件的房屋

发展社区服务。改造中涉及的党群服务中心、养老、托育、医疗、

体育、城市书房、历史街区、文物建筑、交通、消防、绿化、安

全警戒等设施设备的增建、改建、扩建所需经费，相关部门要积

极筹措，主动配合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积极谋划符合条

件的专项债券项目。加装电梯费用按照《洛阳市既有建筑加装电

梯财政补贴申领办法》落实。 

（三）引导居民出资。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增强

小区居民主人翁意识，明确居民出资责任，确定居民出资比例或

金额。居民出资可通过直接出资、使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落实。支持小区居民提取住

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鼓励以个人捐资捐物、

投工投劳等形式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鼓励居民结合小区改造

进行户内改造或装饰装修等。 

（四）鼓励单位出资。公房产权单位应出资参与改造。鼓励

原产权单位对职工住宅小区（或原职工住宅小区）改造给予资金

支持，原产权单位出资参与改造的，相关费用可计入单位管理费

用或管理成本。国有企事业单位可以使用经营收入承担部分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费用，列入单位经营成本。鼓励社会各类单位帮扶、

捐助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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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经营单位投资。专业经营单位要履行社会责任，

出资参与改造中相关管线设施设备的改造提质。城镇老旧小区组

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规整管网、线缆入地、刷新、更换、迁改、

新建各类仪表箱体、变压器等相关设施的，均由各专业经营单位

按照改造方案自筹资金组织实施。 

（六）落实税费减免。专业经营单位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对其取得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

发生的费用，可以作为该设施设备的计税基础，按规定计提折旧

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所发生的维护管理费用，可按规定计入

企业当期费用税前扣除。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为社区提供养

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并

减按 90%计入应缴纳所得税；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

务的房产、土地，可按现行规定免征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 

（七）引导市场运作。各县（市、区）可通过政府采购、新

增设施有偿使用、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参与

改造项目的设计、改造、运营。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模化实

施运营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融资，把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范围

内的设施配套、完善提升等项目统一打包，实行工程项目设计、

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支持以“平台+创业单元”方式发展

养老、托育、家政、健身、超市等社区服务新业态。鼓励物业服

务企业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并通过获得特许经营权、公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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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广告收益和有偿提供便民服务等途径收回投资成本。经市、县

（市、区）政府同意，可成立或打造市、县（市、区）级统一管

理运营主体，政府通过并购、入股、合规注入经营性资产等方式

逐步扩充运营资产，提高投资经营能力，建立合理收益模式。 

（八）金融机构参与。各县（市、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

片改造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可采取市场化方式，运用公司信用类

债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但不得承担政府融资职能，

杜绝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允许各县（市、区）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依法合规获得信

贷支持，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情

况下，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依法合规对实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在连片改造计划中未列入中央资金支持的改造项目，所需资

金由各县（市、区）负责筹措，市财政安排资金逐年进行奖补。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的组

织筹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等。市长任领导小组组

长，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市政府分管副秘

书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政法委副书记以及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民政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审计局、城管局、体育局、教育局、市场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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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政策支持。加强既有用地集约混合利用，在征得

居民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利用小区及周边存量配套用房用于义务

教育、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新建、改建各类设施时涉

及占用绿化空间或影响日照间距的，可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基础

上“一事一议”予以解决。利用闲置用房等存量房屋建设各类公

共服务设施的，可在使用期限内暂不办理变更用地主体和土地使

理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卫健委、商务局、消防救援支队、住房保障中心、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通管办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铁塔公司、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和中国移动、联通、电

信、河南有线洛阳分公司经理等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城镇老

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的牵头、协调、考评、督查等，工

作人员由各县（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和管线配套单位抽调人员

组成，集中办公。各县（市、区）政府要高度重视，成立相应领

导机构，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立项、统一标准”的

原则，将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纳入城市建设提质工程，组

织制定规划、标准和计划，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各县（市、区）改造工作主

动服务指导，确保上下联动，合理有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

片改造提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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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质手续。增设服务设施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应积极予以办理。对利用片区内零星存量土地建设服务设施

的，可不增收土地价款；改造利用闲置厂房、社区用房等建设服

务设施的，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土地使用性质

可暂不变更。积极探索对改造范围内的危旧楼房采取业主委托拆

除原地翻建安置的方式，实施改造或“组合地块”定向开放，支

持大片区统筹改造、跨片区组合改造，并结合实际给予政策支持。 

（三）健全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台账制度。市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县（市、区）要建立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台账，完善相关项目的普查、改造、

督导、考核和资金拨付措施；二是建立月例会制度。市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召开工作例会，总结工作

经验，协调解决遇到的矛盾问题；三是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实施

月通报、半年观摩、年考评制度，定期通报、讲评市直部门、各

县（市、区）政府、各配套单位关于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

提质工作的计划制定、任务落实、工作推进、督导考核等情况；

四是建立联合审查制度。结合工程审批制度改革，市直有关部门

要持续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的“放管服”改革力度，本

着“应放尽放，能放尽放”的原则，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涉及

老旧小区改造及同步实施的加装电梯项目，各项审批手续办理一

律下放至各县（市、区）。经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联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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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意见的，可作为项目施工依据。 

（四）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改造成果，组织基层开

展宣传发动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营造参与氛围，畅通

参与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改造提质工作。 

（五）严格督促考核。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定期统一督导、考核评价工作，考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定

期向社会公布；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绝对数量与占比相结

合，建立完善评价机制，对工作落实不力、动作缓慢、完不成目

标任务的县（市、区）、市直委局和专业经营企业等单位给予通

报批评；对工作推进快、标准质量高的单位和个人，市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文件形式予以表彰。市文明

办要将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质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测评

内容，加大分值权重。各县（市、区）要通过层层订立目标责任

书，采取任务管理、节点控制、群策群力、集中攻坚的方式，抓

节点抢工期、抓精细惠民生，确保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提

质工作落到实处、高效有序。 

 

附件：1.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职能分工 

2.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项目清单

3.2021年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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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 

职 能 分 工 
 

各县（市、区）政府：作为实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

工作的责任主体，根据本实施方案确定的改造范围、内容和标准，

协同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本辖区的工作方案和规划设计、施

工组织方案，及时协调解决改造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全面负

责本辖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和验收工作，足额保障

改造资金；加强对已下达的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监管，落实项目

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和日常监管单位直接责任，严格执行项目投资

计划，按节点要求进行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检查、督导各县（市、区）城

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督促中心城区各单位及时办理零

星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施工许可证，并加强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质量管理，指导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指导全市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中的物业管理，指导各县（市、区）对改造后的城镇老

旧小区及时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督导全市物业公司积极配

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和增添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

设备工作；协助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委组织部：指导各县（市、区）落实推进党建引领、“四

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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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指导各县（市、区）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

片改造工作的宣传引导工作。 

市委政法委：指导各县（市、区）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

片改造工作中智慧安防建设的整体统筹、督导验收工作。 

市创建办：配合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物业全覆盖工作的统

筹、协调和督导工作；协助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涉及的新增项

目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办理备案（或审批）手续；负责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改造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市对口部门办理城镇老旧小区

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相关项目的立项手续，优化审批程序，开辟绿

色通道；协助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民政局：指导各县（市、区）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

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以及相关项目的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协助全市绿色社

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生态环境局：指导、监督、考核各县（市、区）做好对城

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范围内的“乱污”企业治理等；协助全市绿

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公安局：指导、监督、考核各县（市、区）做好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老旧小区智慧安防工作，协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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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开展改造工作；协助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城管局：指导、监督、考核各县（市、区）做好城镇老旧

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整体统筹、

方案制定；指导各县（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清除小区

小广告、违规户外广告，查处占用绿地等违法行为；指导各县（市、

区）城市管理部门完成有关管道与市政管道的对接、改造和小区

道路维修等工作；协调公用事业单位按照整治内容对小区水、气、

暖设施及管道进行维护和改造；指导中心城区做好老旧小区垃圾

分类处理、沿街门店整治等工作；协助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

检查、指导。 

市财政局：会同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牵头单位联

合制定改造工程奖补办法；及时下达发改、财政、住建、自然资

源、城管、民政、教育、卫生、体育、消防、商务、生态环境、

文化旅游、社会治安等相关部门有关老旧小区配套设施相关政策

性资金，集中用于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严格按照规定用

好上级资金；落实《洛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领办法》

（洛建〔2020〕13 号）。 

市审计局：指导各县（市、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

工作相关项目的审计监督工作，及时跟踪，主动服务，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指出、督促纠正。 

市市场监管局：指导各县（市、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

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加装电梯的监督管理，落实安全技术规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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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洛阳市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实施细则（试

行）》（洛工程改革办〔2020〕5 号）对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

建设项目落实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积极推动电梯加装工作；协助

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指导各县（市、区）提升城镇老旧小

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城市书房、广播电视传播等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市卫健委：指导各县（市、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

工作中涉及的社区、村镇等相关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 

市体育局：指导各县（市、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

中涉及的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设备的建设工作，监督、指导

有关单位对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器材的管理维护工作。 

市教育局：指导、督促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涉及的教

育部门、学校、资产管理单位配合改造工作，并按绿色社区创建

行动要求开展环境整治。 

市消防救援支队：指导检查各县（市、区）城镇老旧小区组

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消防设施设备的加装和改造工作，以及

消防通道设置和管理等工作；对改造后仍无法满足消防相关标准

规范要求的小区，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制定防火、救援、管理的综

合解决方案，确保小区消防安全。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方便城镇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中群众办理公积金的提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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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指导各县（市、区）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

改造中涉及的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的改造提升、关闭或疏解外迁

等工作的牵头协调和督查督导。 

专业经营企业：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

本单位产权的相关线路的规整、入地工作，废弃管线的清理工作，

组织有关仪表、箱体、变压器等相关设施的刷新、更换、迁改、

新建等工作，以及相关资金筹措工作。 

涉及的其他责任单位，按照牵头单位工作安排，积极主动做

好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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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项目清单 
 

各县（市、区） 

改造项目 

涉及小区数

（个） 

涉及户数

（户）

涉及楼栋数

（栋） 

涉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预计红线内投资额

（万元） 

连片整治

（个）

总计： 1850 201831 5330 1759.903386 572399.413 182 

中心城区 995 157699 3604 1294.906321 461364.36 117 

1 瀍河区 86 9406 257 72.2186 26090.79 11 

2 老城区 126 16219 360 134.4916 37371.2 20 

3 西工区 535 72267 1668 594.733821 214494 34 

4 涧西区 228 51397 1144 426.7364 164677.59 46 

5 洛龙区 14 6728 132 51.76 16541.68 3 

6 高新区 4 724 13 7.45 1209.1 2 

7 龙门园区 2 958 30 7.5159 980 1 

县、市、吉利 855 44132 1726 464.997065 111035.053 65 

1 偃师市 136 9427 315 91.954465 24930.1 7 

2 孟津县 75 3357 172 40.529 9618 9 

3 新安县 83 5344 186 58.667 15858 3 

4 伊川县 99 6165 222 63.6 13364 10 

5 宜阳县 151 4736 193 48.176 12420.753 5 

6 洛宁县 60 2506 87 25.73 7770 9 

7 汝阳县 63 1812 73 20.4346 5436 3 

8 栾川县 111 4466 206 51.2984 10291 15 

9 嵩  县 60 5084 234 53.3376 8851.2 2 

10 吉利区 17 1235 38 11.27 2496 2 

备注：符合申报条件但未申报央补资金支持的小区 6个，316 户，涉及 11 栋，12.772 万平方米，概

算投资额 948 万元，红线外投资 110 万元。不符合申报央补资金条件为改造小区 13 个，2098

户，涉及 30 栋，17.1276 万平方米，概算投资额 62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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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洛阳市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 
改造项目清单 

 
各县（市、区） 

改造项目 
涉及小区数
（个） 

涉及户数
（户）

涉及楼栋数
（栋） 

涉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预计红线内投资额
（万元） 

连片整治
（个）

总计： 610 81379 2192 660.550551 205847.08 76 

中心城区 312 63894 1491 475.919651 166273.99 50 

1 瀍河区 26 4325 114 31.14885 11434.42 4 

2 老城区 56 8386 198 63.07 14334.2 11 

3 西工区 162 25991 640 193.573501 77973 13 

4 涧西区 48 16782 364 121.4014 43801.59 16 

5 洛龙区 14 6728 132 51.76 16541.68 3 

6 高新区 4 724 13 7.45 1209.1 2 

7 龙门园区 2 958 30 7.5159 980 1 

县、市、吉利 298 17485 701 184.6309 39573.09 26 

1 偃师市 24 1656 50 16.355 3508 2 

2 孟津县 50 2437 128 29.193 6910 5 

3 新安县 36 1586 63 19.167 4956 1 

4 伊川县 45 2785 106 30.53 5646 3 

5 宜阳县 31 863 38 3.8 2496.89 2 

6 洛宁县 30 1424 48 14.61 4272 3 

7 汝阳县 16 438 18 4.9486 1314 1 

8 栾川县 25 2071 78 23.0423 3106 7 

9 嵩  县 33 3508 151 36.275 5699.2 1 

10 吉利区 8 717 21 6.71 1665 1 

备注：符合申报条件但未申报央补资金支持的小区 6个，316 户，涉及 11 栋，12.772 万平方米，概

算投资额 948 万元，红线外投资 110 万元。零星片区 8个，涉及小区 108 个，17997 户，430

栋，142.2546 万平方米，概算投资额 49020.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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