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民生 The Mirror

2018.4.16/ 星期一 编辑 / 高艳 排版 / 仇晶晶 校对 / 秦关

大兴老楼“加梯” 再增3个单元
黄村西里56号楼5个单元均将有电梯
继大兴区黄村西里56号楼两个
单元加装电梯后，黄村西里56号楼未
加装电梯的其余3个单元也将于近期
陆续安装电梯。 2017年11月，兴丰街
道正式出台 《关于开展黄村西里加装
电 梯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56 号 楼 3 单
元、5单元成为试点。 今年春节期间，
加装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黄村西里56号楼加装电梯成功
的背后， 有着大兴区多项首创经验做
法。 政府服务做“加法”，居民办事做
“减法”，让“加梯”这件民生“关键小
事”真正落到了实处。

单元楼“加梯”
为老年人增加便利
黄村西里56号楼建于上世纪90
年代，是6层砖混楼，共有5个单元72
户。 加装电梯的两个单元共涉及30户
居民，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到52%。由
于没有电梯， 此前很多老年人及行动
不便者因惧怕上下楼而常常被
“困”在
楼上。
经过细致的前期调查， 黄村西里
56号楼3单元与5单元楼加装电梯试
点工程于2017年11月开工， 今年2月
竣工，历时三个月完成，并于2018年2
月12日通过验收，春节期间已提供给
居民使用。 加装的电梯一次上下大约
可容纳4人，对被“困”在楼上的老年
人及行动不便者是一件大喜事。
家住56号楼5单元的赵大爷对于
加装电梯兴奋不已：“我身上有五个支
架，之前7天才能下一次楼。 安装电梯

其中2个单元电梯春节已投用

之后，每天都能下楼活动。 ”
同样盼望电梯入楼的还有住在
56号楼2单元的郭大妈， 她的子女都
不在身边，加之腿脚不便等，平时很少
能下楼。需要去医院看病时，也只能让
人背着下楼。 现在，2号楼的
“加梯”工
程即将开始， 郭大妈希望以后每天能
下楼晒晒太阳，到处走走，看看社区里
刚开的花。

做了大量工作
“加梯”背后故事多
黄村西里56号楼3单元、5单元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是大兴区
2017年首批试点工程，两个单元共计
30户， 居民需100%签字同意才能加
装电梯。 加装电梯试点工程于2017年
11月开工，2018年2月12日通过验收。
“
加梯”牵头人、黄村西里居委
这期间，
会主任王黎就没闲下来， 与兴丰街道
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王黎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5、6
层的住户意愿普遍强烈，3、4层的住
户 意 愿 一 般 ，1、2 层 的 则 不 以 为 然 。
“
不少业主纠结，装了电梯高楼层是受
益的， 可低楼层却要考虑会不会因此
采光受影响、有没有噪声。 ”
除此之外， 老旧小区对加装电梯
的楼体选择、安装位置、运行模式等都
有特定要求。因此，黄村西里这两部平
层入户型电梯的落地，实属不易。“装
电梯是众人的事， 还要靠邻里间多商
量，相互间多理解支持！ ”每次介绍经
验，王黎总要重复这句话。

黄村西里 56 号楼新加装的电梯门旁，贴着喜庆的对联

克服重重困难
走好
“最后一公里”
黄村西里首台加装电梯成功的背
后，有着大兴区“部门联合审查”、“安
装电梯全程监管”、“向居民告知安装
方案”等多项首创经验做法。 结合“
审
批少跑路，实事超前办”的改革方式，
兴丰街道又探索出不少
“
具体方案”。
兴丰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安
装过程中， 街道开展了如让施工方向
业主介绍安装规划及相关情况， 让监
理方每日跟进记录监理日志等等，确

保工程进展顺利和百姓放心满意，这
些都进一步节约了时间。 政府服务做
“
加法”，居民办事做
“减法”，让
“加梯”
这件民生“关键小事” 真正落到了实
处，走好民生的“
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 为了惠及更多的社
区居民， 黄村西里56号楼未加装电梯
的其余3个单元将于近期陆续进行安装
工作， 尽快满足老年人乘坐电梯的需
求。 2018年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
作将以试点工作为基础，根据居民的使
用意见及需求进行完善，在兴丰街道及
大兴区进行推广。 文并摄 / 记者 梁璐

审批提速 90个建设项目将“拿证”
本报讯 （记者 陈斯）3月15日，本
市发布优化营商环境一揽子优惠政
策，从多个方面给企业减负。记者从北
京市规划国土委获悉， 在新政满月之
际， 国贸公寓改造工程成为第一个进
入审批程序、 并领到首张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近100个工
作日。 与此同时，预计4月20日前将有
90个项目陆续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
成为新政后首批享受到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便利的项目。
4月4日，国贸公寓改造工程的申
请正式提交给市规划国土委。 自1990

年国贸一期全面开业以来， 诸多知名
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及高端商务人均
选择在此长期租住。 虽然2002年公寓
进行了内部整体装修改造， 但在运营
15年之后，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造。
本月初， 当国贸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提交材料时，市规划国土委的相关工
作人员向企业介绍改革新政，这一项目
可以按照第二类现状改建项目直接办
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4月13日上午即递
交申请后的第7个工作日， 国贸公寓改
造工程项目完成审批，获得了新政策实
施以来的首张工程规划许可证。

国贸中心工程部副总监王善儒表
示，按照以往的审批流程，需要经过出
具规划条件、土地预审、发改委立项等
将近十个步骤， 历时113个工作日左
右才能拿到规划许可证。 不仅所需的
时间长， 且需要多次奔波于各个政府
部门之间，若材料出问题，更是要往返
好几次。
据国贸公司测算， 由于市规土委
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
作日， 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限压缩至6
个工作日， 加上分专业验收改为联合
验收、
“一站式” 市政公用接入服务和

“一窗”办理的不动产登记改革，使得
国贸公寓改造工程从规划许可证办理
开始到建设投入使用， 政府工作时间
只占28个工作日，仅前期审批环节就
压缩了近100个工作日。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批符合条件的
项目审批正在办理途中， 市规划国土
委加大主动协调服务的力度， 与相关
委办局建立定期会商工作机制， 及时
解决问题、共同推进工作。 预计4月20
日前将有90个项目陆续取得工程规划
许可证， 成为新政后首批享受到优化
营商环境政策便利的项目。

各区可设建筑垃圾临时回收设施
本报讯（记者 陈斯）本市多部门共
同起草、完善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
已于上周起正式实施。 记者日前从市
住建委获悉，根据《意见》，全市各区可
因地制宜， 建设1至2个临时性或半固
定式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
建筑垃圾如何处理， 一直是城市
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 据统计，2017
年度北京市建筑拆除5985万平方米，
产生建筑垃圾约3000万吨，2018年还
将实施4000万平方米的建筑拆除，预
计还将产生约2000万吨建筑垃圾。
为解决这一问题， 市住建委联合

市城市管理、规划国土等部门，共同起
草、完善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 《意
见》共十三条，包括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的各级责任主体、 拆除工程产生
的建筑废弃物一体化综合利用管理模
式等内容。
《意见》提出，拆除类项目应当在
拆除现场实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
利用。 各区可因地制宜建设1至2个临
时性（或半固定式）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设施，待任务完成后拆除，相关部
门将依法加快办理手续； 需要转运或
现场无法实施资源化综合利用的，应

按相关规定将建筑废弃物运至有资质
的消纳场或固定式资源化处置工厂进
行合理处置。无法实施资源化处置的，
应按照“谁产生，谁负责”以及行业监
管的原则，由产生单位妥善处置。
《意见》明确拆除工程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处置费用应由发包、 承包单位
在合同中明确， 合同价格不高于现行
建筑垃圾处理费标准的150%，并纳入
项目拆除成本或项目建设成本中。 此
外，《意见》 提出了资金支持与政策扶
持两大创新举措：一是提出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资金可用于支持各
区违建拆除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处置与综合利用费用支出； 二是提出
资源化处置企业可按照相关规定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
建筑工程由谁拆除？ 如何确保资
源化再生品得到妥善使用？ 在建筑拆
除方面，《意见》 要求拆除实施主体具
备资源化处置利用能力， 制定处置利
用方案并落实，各区负责监管。在建筑
设计方面，《意见》双管齐下，一是要求
建设单位在设计文件中明确建筑废弃
物再生品的使用， 施工图审查单位负
责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查； 二是要求施
工单位按设计要求使用建筑废弃物再
生品，监理单位实施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