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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乡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改善我市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

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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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省民政厅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审计厅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豫建城建

〔2019〕299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优化城市

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为目标,以更新改造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为重点,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显著增

强城镇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1.政府引导,共建共享。按照“业主主体、社区主导、



政府引领、各方支持”原则,广泛进行宣传发动,激发居民改

造热情,引导群众全程参与,协调组织各方力量,共同参与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

果共评、成果共享。

2.把握重点,分类施策。根据老旧小区建筑使用年限、

破损程度、配套设施状况和周边地理环境,按照先拆违后建

设、先地下后地上、先硬件后软件的要求,推行“一区一策”

“一楼一策”,实行“菜单式”项目改造,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力求设计方案精细、实用,形成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改造

效果。

3.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紧抓中央、省支持老旧小区改

造的政策机遇,结合本地财政承受能力,开展好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既要积极主动推进,又要防止不切实际,盲目举债,

过度提高改造标准,增加政府隐性债务。在改造过程中要力

戒形式主义,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

4.统筹推进,长效管理。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办事处属

地管理职能,坚持前期整治改造与后期长效管理、社区建设

相结合,加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居民自主管理能

力,改进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推动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深度

融合。

(三)工作目标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列入 2019 年国家计划的 72 个老



旧小区改造任务;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列入2020年国家计

划的 331 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通过改造整治提升,基本实

现老旧小区“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管理到位、群众满意”

的总体目标。

二、改造范围和内容

(一)改造范围

建成于 2000 年以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

旧、缺失,但房屋结构安全,不宜整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意

愿强烈的城市、县城(城关镇)住宅小区。

已纳入各级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拟通过拆除新建(改

建、扩建、翻建)实施改造的住宅小区(含独栋住宅楼),以居

民自建住房为主的区域和城中村,主干道、主管网、广场、

城市公园等与住宅小区不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已实施

“三供一业”改造的小区,不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范

围。

(二)改造内容

老旧小区改造包含基础设施、住宅建筑本体、居住环境、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四个方面。

基础设施:包括小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消防

设施及小区道路、停车场地、充电桩等,以及与小区直接相

关的市政道路和公共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供气、供

热、公共停车场、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



住宅建筑本体:包括屋顶防水、墙体及楼梯间整修、粉

饰,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楼梯扶手更新加固、单元入口

台阶、坡道维修,房屋公共区域门窗、落水管修缮等。居住

环境:包括拆除、清理各类违章建筑、楼内杂物,整修房屋外

墙、公共楼道墙面、小区围墙,整修照明设施,增加绿地、优

化植物配置,辟建居民活动场地,清理规整各种通信线路,具

备条件的小区尽可能实施缆线入地,完善小区道路、楼门牌

标识,设置信息发布牌,积极推行垃圾分类等。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完善无障碍设施,建立便民市

场,设置快递服务场所及智能信报箱,完善小区智慧安防系

统,更新完善自行车棚,完善社区医疗、养老托幼、文体娱乐、

家政服务等生活设施,以及必备的社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

用房。合理配置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机制,引入服务

机构,加大服务供给,加强服务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三、工作任务

2020 年,全市实施 331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卫滨

区、红旗区、牧野区、高新区、长垣市、原阳县、延津县、

封丘县房屋 1163 栋,建筑面积 394.86 万 2m,居民 40909 户,

拟投入改造资金 82176.1 万元。其中,卫滨区 113 个项目,涉

及房屋 317 栋,建筑面积 100.36 万 2m,居民 9651 户,拟投入

改造资金21672.2万元;红旗区100个项目,涉及房屋420栋,

建筑面积147.27万2m,居民15690户,拟投入改造资金36087



万元;牧野区 88 个项目,涉及房屋 341 栋,建筑面积 122.02

万 2m,居民 12858 户,拟投入改造资金 18332.2 万元;高新区

7 个项目,涉及房屋 28 栋,建筑面积 11.45 万 2m,居民 1221

户,拟投入改造资金 1221 万元;长垣市 10 个项目,涉及房屋

16 栋,建筑面积 3.78 万 2m,居民 376 户,拟投入改造资金

698.7 万元;原阳县 9个项目,涉及房屋 17 栋,建筑面积 4.22

万 2m,居民385户,拟投入改造资金2150万元;延津县3个项

目,涉及房屋 9 栋,建筑面积 2.26 万 2m,居民 224 户,拟投入

改造资金 515 万元;封丘县 1个项目,涉及房屋 15 栋,建筑面

积 3.5 万 2m,居民 504 户,拟投入改造资金 1500 万元。

(一)摸清底数。各有关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

会同发改、财政等部门对列入 2020 年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

(包括中央驻豫单位、省属单位等单位管理的老旧小区)在前

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老旧小区户数、建筑面积、

产权性质、建成时间、物业管理、业主改造意愿、需改造内

容等具体信息。对核实结果进行数据化、台账化管理,建立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库。

(二)编制方案。各有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根据

资金安排和老旧小区的大小、类型、基础条件及群众诉求,

于 2020 年 5 月中旬前,编制 2020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

方案,并报市住建局、发改委、财政局备案。

(三)实施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由各有关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组织,街道(乡、镇)、社区(村)具体实施。

一是要尊重居民意愿,广泛征求意见,密切结合实际,依法依

规实施,维护居民合法利益;二是要阳光操作,将项目内容、

资金安排、规划设计、施工组织、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向

居民公开;三是要简化工程审批手续,加强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监督;四是要注重集散为整,对片区内距离近且分属不

同管理主体的城镇老旧小区,鼓励打破小区分割,实施统一

规划、设计、改造、管理;五是要因地制宜,探索通过把城镇

老旧小区设施配套项目、完善提升项目等统一打包,作为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交由企业运作,实行工程项

目设计、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

(四)加装电梯。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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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局河南省财政厅河

南省公安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城市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豫建〔2018〕126 号),充分

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实际出台我市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鼓励支持政策,吸引居民自建或电梯运营企业参与建设,

提升既有住宅使用功能。

(五)建设养老托幼设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加快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工作,通过政府回购、租

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宜补足养老设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结合老旧小区实际,建设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生活服务等设施,对楼道出入口和有

台阶的部位建设无障碍通道,对小区公厕进行适老化改造,

满足老年人出入便利。采取政府补贴、行业引导和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等方式,增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为婴幼儿照护

创造安全、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六)健全长效管理体系。根据老旧小区实际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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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老旧小区相应的后续管理方案,推进物业管理全覆

盖,实现“一次改造、长效管理”。对有条件实行市场化物业

管理的老旧小区,积极引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不断提

高老旧小区专业化物业管理覆盖率;对规模小、分布散,一时

难以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连片打包,实行社区保障性管

理。街道(乡、镇)、社区(村)应指导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实行自行管理或聘请物业公司进行管理,积极组织老旧小区

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逐步实现小区业主对

物业的共同管理。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议事协调机制,共同协商解决涉

及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项。

四、实施步骤

(一)深入宣传发动(2020 年 4 月底前)。各有关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对计划实施改造的老旧小区进行现场

勘查,广泛听取居民意见建议,深入宣传发动,争取群众参与



支持。

(二)开展项目前期(2020 年 4 月—5 月)。完善项目施工

前期手续,加快方案设计、预算编制、违建拆除、矛盾调解、

施工(监理)招投标等工作,2020 年 6 月 1 日前要全面开工建

设。

(三)组织工程实施(2020年 6月—11月)。各有关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要精心组织工程施工,统筹施工进度,加强

施工监管,确保工程质量。

(四)严格工程验收(2020 年 12 月底前)。工程竣工后,

由实施主体组织施工、监理、设计、勘察等单位,邀请业主

委员会(或业主代表 2-3 人)实行联合验收,将验收结果报各

有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同时将基础设施、增建房屋

等工程竣工图纸报有关部门归档备案。各有关县(市、区)政

府、管委会根据上报的验收结果组织资源规划、住建、城管、

房管、民政等部门进行复验,复验合格的,由各有关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汇总,形成竣工验收报告,报市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年度考核依据。

五、资金筹措

(一)财政资金。各有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加大

资金投入,统筹使用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和老旧小区改造专

项补助资金,把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纳入政府年度预算。调整

优化支出结构,整合涉及的各项资金,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坚决遏制增加政府隐性债务。在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基础上,市级财政安排奖补资金支持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提质工作,项目竣工后由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财政、发改、民政、城管、住建等部门对各区上报的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方案、竣工验收报告和项目决算报告进行

审定,在规定时限内完工的,市财政给予辖区财政投入资金

30%比例的奖补支持,超出规定时限完工的不予奖补。

(二)单位投资。鼓励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管线单位等

主动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供水、供电、燃气、热力、

通信等管线单位要将老旧小区中属于自身产权的管线迁改、

缆线规整等工作,优先列入本单位工程项目计划,通过直接

投资、落实资产收益、费用优惠等方式,同步完成相关改造

工作。

(三)居民出资。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和“公益设施

共同出资、个性项目户主负责”的原则,各有关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可结合实际,明确居民出资责任和出资形式,探

索居民出资部分通过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公共收益等渠道筹

集。对未建立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或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余额不

足首期筹集金额 30%的老旧小区,可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 165 号)等相关规定进行补建

或续筹。鼓励居民个人以捐资、捐物、投劳等形式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提质。



(四)社会资金。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社区养老、托幼、医

疗、助餐、超市、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造。积极探索

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施有偿使用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

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质。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老

旧小区改造提质,并通过获得特许经营权、公共位置广告收

益和有偿提供便民服务等途径收回投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

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

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

居工程,成立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制定规划、标准和计划,建立工作专班,健全联动机制,

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按期完成各项改造任务。

(二)明确工作责任。各有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为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的前期调查、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工程预算及评审、

工程招投标、项目推进、施工管理、质量监督、竣工验收等

工作;组织开展改造提升过程中的拆违联合执法工作;负责

做好居民思想工作,协调处理各类矛盾和问题;将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结合起来,同步规划、同

步实施、同步推进。市住建、发改、财政、工信、民政等部

门要密切合作,切实做好统筹协调、项目申报、资金争取、



弱电入地、养老托幼等业务指导工作。市资源规划、城管、

公安、教育、审计等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形成

合力。

(三)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各种形式

大力宣传老旧小区改造的重要意义,激发居民支持改造、参

与改造的热情,营造参与氛围,畅通参与渠道,实现群众全方

位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规划、施工、监督及效果评价;鼓励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特别是要调动小区相关联单位的积极性,

实现共建、共评、共享。

(四)健全工作机制。建立例会调度、观摩讲评、阶段通

报等工作推进机制,定期将推进情况报送市政府并向社会公

布。对工作不落实、完不成目标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严格信息统计报送制度,每月 3日前,各有关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要按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进度统计要求,准确、

完整地将项目建设相关信息录入老旧小区改造管理系统,确

保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主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督办: 市政府办五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新乡军分区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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