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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2020〕40号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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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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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徽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行动方案》（建房〔2019〕116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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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和省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深度融合到基层

社会治理，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环境提升和服务功能完善。坚

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的可持续改造和运营模式，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努力打造居住安

全、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服务配套、长效管理、特色鲜明、关

系和谐的“美好社区”。

（二）基本原则。老旧小区改造按照“三统三分”（即统一

规划设计、统一建设调度、统一考核管理，分块、分类、分期建

设）的总体思路，实行从规划设计、改造建设到运营维护的全过

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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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主导，发挥主体作用。发挥政府主导和居民主

体作用，充分运用“共同缔造”理念和方法，发动引导小区居民

深度参与改造工作，由小区居民决定“改不改”“改什么”“怎么

改”。按照“居民自愿、自下而上、以需定改、先急后缓、分类

实施”的原则，逐级确定改造计划，形成“谋划一批、生成一批、

实施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引导居民提出改造申请，

参与方案制定、项目实施、工程质量监管、后期维护管理全过程。

将政策计划和群众需求有机结合，以实实在在的改造成果满足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坚持因地制宜，做到精准改造。结合老旧小区实际，整

合利用小区存量资源，按照居民实际需求精细规划设计，因地制

宜推进大片区统筹改造、跨片区组合改造，挖掘、整合存量资源，

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做到“一小区一方案、一栋楼一举措”，形

成独有的特色和风格，提高居住舒适度、满意度，让小区居民获

得认同感、归属感。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基础后提升”的原

则，统筹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坚持各专业经营单位专营设施改造

与老旧小区改造同步规划设计、分项实施、同步竣工。

��坚持多方参与，突出市场运作。通过市、县（区）财政

配套资金保障基础设施改造，充分整合卫健、民政、体育、文化

等部门政策和资金资源，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

造资金的机制。创新融资模式，对建成后具有一定经营性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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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配套服务项目，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市、县（区）两级

建投公司或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管理，完善公共服务

功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坚持建管并重，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基层党建引领，按

照“政府引导、业主自治、市场运作”的原则，将社区治理能力

建设融入改造过程，促进小区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小区居民群众

在改造前，将“怎么改”与“怎么管”同步考虑，形成意见统一

的长效管理方案，保障小区后续管理的常态化。推动社会治理和

服务重心下移，实现小区后续管理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逐步

提高群众付费享受物业服务的意识和共同维护改造成果的自觉。

（三）工作目标。2020—2022年，全市实施 64个老旧小区、

建筑面积 335.75万平方米改造计划，惠及居民 4.2万户。其中

2020年改造老旧小区 18个，建筑面积 72.86万平方米，惠及居

民 8321户；2021年改造老旧小区 22个，建筑面积 153.74万平

方米，惠及居民 19336户；2022年改造老旧小区 24个，建筑面

积 109.1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14412户。到 2022年，基本形成

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	
��

（一）改造对象范围。老旧小区是指城市或县城（城关镇）

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

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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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应改尽改”的原则，重点改造 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

区，对 2010年底前建成的基础设施配套差、公共服务配套不完

善的安置房、保障性住房小区，可结合实际列入改造范围。

（二）改造内容。老旧小区改造设计应以控规单元为遵循，

以老旧小区功能修补规划为基础，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按提升型

改造要求，达到路面平整、绿化提质、灯光明亮、排水通畅、水

电气表入户、车辆有序、管线规整、拆除违建、公共设施齐全、

服务功能完善的标准。围绕基础设施补短板、环境提升、服务功

能完善，按照“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因地制宜开展以下

改造内容：

1．基础设施补短板。主要包括雨污分流改造，道路、地面

修补完善，进行无障碍、适老化改造，供排水、供电、弱电、供

气管网改造，停车位增建，消防设施改造，小区路灯新增或维修

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架空线缆规整、下地，实施小区封闭等。小

区雨污分流工程应做到雨水管不堵，污水应纳尽纳，包括阳台洗衣

机排水应接入污水管道，每个小区保留不多于 3个对外接入市政管

线的污水排放口，污水排放口的 BOD浓度不能小于 100mg/L。

2．环境提升。主要包括拆除违章搭建、清理乱堆乱放，屋

面、外墙渗漏和檐口、落水管破损维修，楼道粉刷，楼梯扶手维

修、维修或新增楼道灯，绿化精细化修复和提升等。

3．服务功能完善。主要包括增设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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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改造或建设小区智能安防设施，新增便民服务设施（养老、

托育、医疗、助餐、家政保洁、便民市场、便利店、文化体育、

邻里中心）以及物业用房，增设智能信包（快递）箱等公共设施，

建筑节能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

�����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坚持以居民为主体，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特别是要调动老旧小区改造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实现决策共

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一）广泛征集民意。制定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应坚持共同缔

造和专业设计相结合的原则。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前，各县区政府

应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选聘技术力量强、具有相应工作经验的专业

单位负责小区改造方案设计。县区住建等部门和设计单位要在小

区内设立工作站，会同社区（镇办）利用“互联网+共建共治”

等线上线下方式问需于民，开展社区党组织引领的多种形式基层

协商，确定改造内容和改造后拟采取的物业管理模式。

（二）确定改造计划。对辖区公示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由各县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审查，合理确定下

一年度改造计划，并于每年 9月底前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由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汇总，报市政府审定后实施。

（三）科学制订方案。设计单位应坚持“一小区一方案”原

则，根据《城市旧居住区综合改造技术标准》《安徽省城镇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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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改造技术导则》及群众意愿开展老旧小区改造方案设计。改

造方案应明确所需投资和未来收益，合理划分改造区域，优化资

源配置。方案编制完成后应在小区内公示，征求并吸纳居民和社区

规划师意见，不断修改完善，确保改造方案集中民智、体现民意。

（四）加强过程管控。依据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编制下达任

务清单。严格按清单要求，强化工期、质量、安全管控，确保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检验。县区政府要健全项

目管理机制，组织参建各方科学安排基础类公共设施改造和各专

项改造工程施工工序。严格落实工程监理制度和施工安全、工程

质量责任，加强文明施工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

影响。强化定期督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县区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单位和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

及社区（镇办）、居民代表，对照老旧小区改造标准和验收程序

逐项查验，严把竣工验收关；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技术指导组参

与指导监督。

（五）实施长效管理。改造后老旧小区管理要坚持“党建引

领、社区（镇办）抓总、部门配合、居民参与”原则，强化社区

（镇办）党组织对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组建社区物业

综合服务中心，指导业主委员会规范成立和运作。结合实际确定

物业服务需求，按照质价相符原则确定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和收费

标准，积极引进国内高水平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接老旧小区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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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逐步实现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

������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领导小组”），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市政府分管

负责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市直

相关部门和单位、县区政府及各管线单位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日常协调、督查、考

核、通报等工作。

（二）明确工作责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职能承

担老旧小区改造相关职责，市直各相关部门要指导行业单位和基

层部门配合县区政府，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落实改造任务。

县区政府要成立专门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机构，明确本级各

职能部门（单位）职责，具体实施本辖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三）完善配套政策。老旧小区改造涉及改造项目审批、完

善适应改造需要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标准，建立存量资源综合利用

机制、土地支持以及税费减免政策等，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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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提供及时高效服务。

（四）加强宣传引导。县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利用新闻

媒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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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和改造成效，宣传“共同缔造”理念，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作用和辖区属地管理职能，坚持党建引

领，加强社区物业党组织建设，为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提供坚

实的政治保障。

（五）加大资金扶持。市住建、发改、财政部门要积极争取

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和省级财

政补助资金，指导县区政府做好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债券资金项目

申报。市财政每年按市、县（区）资金承担比例（铜官区、郊区

按市、区 7:3分摊，义安区按市、区 3:7分摊，枞阳县由市级全

额承担），通过专项债券、统筹维修资金等形式落实城市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市级配套资金。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对老

旧小区屋面维修、外墙立面更新，引导居民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等渠道适度出资改造；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通过支取住房

公积金等方式解决筹资难问题。县区政府要统筹各级政府专项投

入，引导供水、供电、供气、网络通信、有线电视等管线单位出

资参与改造。有条件的小区实施架空线缆下地改造，由县区政府

负责沟管敷设，各管线单位负责线缆穿管。市数据资源局、市发

展改革委牵头督办。

（六）创新运营方式。树立“经营城市”理念，运用城市综

合运营公司平台，采取战略合作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和

运维服务。盘活存量房产、利用出让地块，新建经营性服务设施，



— 10 —

增强老旧小区“造血”功能。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施有偿使用

等方式，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可运营、可持续、可复制的“铜

陵模式”。

（七）强化考核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督查督办和考

核机制，定期调度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牵头组织开展年度考核，会同财政部门适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

开展改造成效、居民满意度等内容的绩效评价。强化考核结果运

用，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纳入市党政机关重点工作目标，对年度

工作完成较好的予以表彰；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实施进

度滞后、任务未完成的进行通报约谈，并将绩效考核成绩与奖补

资金挂钩。

附件：1．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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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胡启生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王纲根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刘相义 市政府副秘书长

肖尚俊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凌 勇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谷 越 市教体局局长

骆后来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汤卫红 市民政局局长

黄宝林 市财政局局长

张和成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徐常宁 市文化旅游局局长

赵开荣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徐瑞生 市应急局局长

陈延友 市审计局局长

王书春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黄捍东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

胡振南 市数据资源局局长

金 芬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局长

http://wlj.tl.gov.cn/zzjg/ldjs/201907/t20190731_590709.html
http://sjj.tl.gov.cn/2174/2175/201909/t20190925_600378.html
http://sjzyj.tl.gov.cn/jggk/ldxx/201811/t20181105_547519.html


— 12 —

石文彬 国家税务总局铜陵市税务局局长

张 鑫 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杨如松 枞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保中 铜官区委副书记、区长

姚贵平 义安区委副书记、区长

刘 磊 郊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古劲松 市建投公司董事长

李惊涛 铜陵供电公司总经理

汪飞虎 电信铜陵分公司总经理

李传维 移动铜陵分公司总经理

吴凯旋 联通铜陵分公司总经理

刘江斌 安广网络铜陵分公司总经理

陈永峰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银方 铜陵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叶迎九 铜陵首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肖尚俊同志兼任办

公室主任，贾彬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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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事务，具

体负责组织协调、政策拟定、计划编制、督促推进、通报考核等

工作；牵头做好全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争取上级补助资金事宜；

负责组织供气、供水单位开展燃气、供水管网改造。落实老旧小

区改造中提供社区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房产、土地

所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

��!"#$ 全面负责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本辖

区内老旧小区调查摸底，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建议，制订辖区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具体负责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编制、拆

除违章建筑、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管；落实资金保障；严格合同管

理，控制工程造价；推进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实施封闭式物业管理，

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	'( 负责项目计划审批、保障性安居工程配

套基础设施改造中央补助资金申报，组织供电企业对小区配电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

���)�� 负责协调指导县区政府开展老旧小区体育健

身器材和教育设施的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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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指导小区智能安防设施布点、建设和后

续管理工作；协调运输施工材料和建筑垃圾货车在禁行区域内的

临时通行事项。

-��.#� 负责指导县区政府做好基层社区治理及改造

后老旧小区养老服务工作。

/��0#� 督查县区老旧小区改造资金落实情况，负责

筹措市级改造工程配套资金，按照经审查的工程形象进度和合同

约定，拨付改造工程资金。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对县区老旧小区改

造资金需求进行审核，提出下达市级配套资金意见。

1��2345678� 负责对老旧小区改造改、扩建工程

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落实老旧小区改造中提供社区养老、托幼、

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房产、土地涉及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支持政策。

9��:;<=� 负责协调指导县区政府开展老旧小区内

文化设施配置和管理。

>��?@AB( 负责协调指导县区政府开展老旧小区医

疗卫生设施的配置、管理。

>���CD� 负责指导县区政府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所涉消防设施整治改造。

>���EF� 负责组织指导工程决算审计和跟踪审计。

>���GHI� 负责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安装和使

用监管等工作。

>����IJK� 负责协调指导县区政府开展拆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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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建筑垃圾运输倾倒。

>*��LM45� 负责组织通讯企业对小区内架空线缆

进行集中清理规整，在有条件的小区实施下地改造。

>-��+N45OPHI� 负责工程招投标监管工作。

>/�QRS���TU�S�� 负责落实老旧小区改造

中提供社区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房产、土地涉及增

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减免政策。

>1��V#IW� 负责指导县区政府在改造过程中增设

小区智能信包（快件）箱，并加强对运维企业的监督管理。

>9���X+Y 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经营性服务设施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工作，依托城市运营公司平台开展战略合作和运

维管理，提升老旧小区服务品质。

�>�TUZ[+Y 按照改造工程统一部署，做好老旧管

网和设施设备改造及管线清理规整、下地工作。

�>��[\TU]+Y 按照改造工程统一部署，做好老

旧管网和设施设备改造及管线规整、下地工作。

�>��^_TU]+Y 按照改造工程统一部署，做好老

旧管网和设施设备改造及管线规整、下地工作。

�>�`aTU]+Y 按照改造工程统一部署，做好老

旧管网和设施设备改造及管线规整、下地工作。

�>��,bcdTU]+Y 按照改造工程统一部署，做

好老旧管网和设施设备改造及管线规整、下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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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