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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庆坊，广东省广州市原来的一条破旧老街。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经过一番“绣花功夫”的旧城改造，老街巷成了有人气的怀旧“网红地”。过去，类似

的旧城改造案例还有不少，他们大多是有着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但在城市里毕竟是少数。现在，这项关系民生改善、城市更新的项目将推向全国。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涉及全国居民上亿人。老旧小区改什么？怎么改？将带来哪些影响？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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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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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寇江泽）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
了 2019 年 1—6 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 337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1%，同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142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同比增加
20 个；PM2.5 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4%；
PM10 浓度为 6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2%；臭氧浓
度为 143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二氧化硫浓度为 1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3%；二氧化氮浓度为 27 微
克/立方米，同比持平；一氧化碳浓度为 1.5 毫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7.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47.5%，同比下降 2.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66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8%。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62.4%，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6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13.2%。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3.6%，
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4.1%。

2019年1—6月，168个重点城市中临汾、邢台、石
家庄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海口、拉萨、深
圳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从空气质量同比改
善程度看，1—6月，168个重点城市中南宁、宿州、肇
庆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泰安、大
连、临沂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差。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记者施芳）《北京市就业见
习工作管理办法》 日前出台，通过实施青年见习计划，
扩大见习人员和见习单位范围，提高见习补贴，更好促
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就业，帮助高校毕业生丰富工
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

据介绍，《北京市就业见习工作管理办法》 扩大了
见习人员的覆盖范围，从原来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扩大到有见习意愿的毕业生 （包括中专、技
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人员及转移就业登记
的农村劳动力。

同时，放宽了见习单位的申报范围，首次将初创企
业、新业态企业纳入进来，为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

更多机会。见习期限由原来的 3 个月至 6 个月灵活设置
为1个月至12个月，推动提升见习期满留用率。

北京还大幅提升就业见习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人
每月500元，调整到与2019年的城镇职工最低月工资标
准持平，即每人每月2200元。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北京
生源高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及技工院校毕业生；北京
市 16 岁至 24 岁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转移就业登记的农
村无业或务农劳动力，均可申领补贴。

此外，北京将加强对见习单位的监督管理，对未按
照协议约定提供见习岗位和见习条件，发生侵害见习人
员合法权益等问题的，取消见习单位资格。对发生违规
骗取见习补贴等问题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北京实施青年见习计划
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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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142城空气质量达标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1%

上图：河北省唐山市去年年初
启动老旧居民小区改造工程，为老
旧居民楼更换管网，墙体加装保温
层，楼顶加盖防晒防雨顶棚。这是
改造完工的小区住宅楼。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下图：2019 年 5 月 14 日，江苏

海安高新区中心街道一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施工人员
正在对外墙面进行刷新。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建造时间长，20年以上
市政配套设施老化
公共服务缺项

初步摸查

各地需改造的老旧小区17万个

涉及居民上亿人

保基本

水、电、气、路等市政基础设施

提升类

小区电梯、停车场、活动室、物

业用房等公共活动场地

公共服务类

养老、抚幼、文化室、医疗、助

餐、家政、快递、便民、便利店等设施

“居民出一点、社会支持一点、财政补助一点”

推动多渠道筹措资金

创新投融资机制

钱从哪里来？

哪些小区将改造？

一举多得惠民之策

——既是民生工程，也是促消
费、稳投资的举措，还将促进城市
更新

人们俗称的“老破小”，将是本次改造的重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介绍，城镇老旧小区

指的是建造时间比较长，市政配套设施老化，公共服务
缺项等问题比较突出的居住小区。通过调研和试点情况
来看，这些小区可能已经建成了 20年以上，经过初步摸
查，各地上报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 17万个，涉及居民
上亿人。

目前，老旧小区几类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管网破旧，上下水、电网、煤气、光纤，这些

设施要么缺失，要么老化严重，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
二是公共服务缺失，这些小区建造时间较早，文

化娱乐、健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存放不便等问题凸
显。尤其是现在很多老旧小区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
对电梯等设施的呼吁由来已久。

三是没有物业管理，公共环境普遍较差。包括道路
破损、秩序混乱、私搭乱建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小
区居民的生活感受。

2017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广州等 15个
城市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截至2018年12月，试
点城市共改造老旧小区106个，惠及5.9万户居民。“试点
城市的实践证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花钱不多，惠及面
广，不仅帮助居民改善了基本居住条件，切实增强了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也是扩大投资激发
内需的重要举措。”黄艳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看来，实施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有着多重重要意
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部署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的工作。这首先有助于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城市大量老旧住房存在着设施
不足、功能不全等诸多短板。”

任兴洲对本报记者说，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老
旧小区改造还能扩大消费，带动居民户内改造，适应人
们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从水电气路设施到停车场、
电梯等的建设，将带动不小的投资，继而拉动钢材、水
泥、玻璃、电缆、工程机械等工业品的市场需求。此
外，从城市化发展的角度看，老旧小区改造也能促进城
市的更新和功能提升，改善过去外观上楼宇林立，但内
部功能不健全的状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更新也是城
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的需要。

就投资而言，国务院参事仇保兴此前撰文指出，据
初步估算中国城镇需综合改造的老旧小区投资总额可高
达4万亿元，如改造期为5年，每年可新增投资约8000亿
元以上。

不止是楼体翻新

——保基本、提升类、公共服
务类，菜单选项很多元，小区居民
协商着办

中国地域广大，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条件有差异，群众
诉求也不一样，改造工作如何推开？

“中央层面做好政策的顶层设计，确定改造范围的原
则，具体规定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黄艳说。对改造内
容，目前可初步分成保基础、提升类和完善社区公共服
务三类。

保基本的配套设施——比如和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
水、电、气、路等市政基础设施的维修完善等。今年住
建部还指导各地开展垃圾分类，把相关设施的配套也作
为保基本的内容。北方地区则可能还要对供暖设施进行
修缮。

提升类的基础设施——包括小区电梯、停车场、活

动室、物业用房等公共活动场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配
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诉求也会再提高，当
前也鼓励在改造中建设一些提升类的基础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类——包括完善社区的养老、抚幼、

文化室、医疗、助餐、家政、快递、便民、便利店等设
施。这些内容将完善社区基本公共环境，属于非公益化
或半公益化、市场化的选项。

目前已有河北省、广州市等地区公布了老旧小区改

造 相 关 的 计 划 。 例 如 ，《广 州 市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三 年
（2018－2020） 行动计划》提出，广州市将于2020年前完
成779个老旧小区改造，并明确小区公共部分和房屋建筑
本体共用部位60项改造内容，具体“改不改”“改什么”

“怎么改”充分尊重居民意愿。
记者了解到，当前正在实施改造或已经完成改造的

小区，一般会按小区实际需求列出清单，让居民进行勾
选，在居民意愿基础上，从最迫切最亟须完善的问题开
始，逐步改善小区环境。这也意味着老旧小区改造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小区居民的协商和共识，
也对基层统筹协调能力提出了要求。

“老旧小区改造的确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不过从
已经试点的城市实践来看，向居民解释清楚改造的意
义、目的、要求和条件，大家是能够接受的。”任兴洲
说，从小区的建设、改造到后续的管理维护，老旧小区
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全国来看，其实施落地一定不
是“一刀切”，而是一个地方一个办法，甚至一个小区一
个做法，鼓励在合法合规范围内探索创新方式。

“众人拾柴”助推改造

——“居民出一点、社会支持
一点、财政补助一点”，多渠道筹措
资金，更多投融资创新在路上

老旧小区改造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钱从哪来？
“居民出一点、社会支持一点、财政补助一点”，黄

艳说，当前正推动多渠道筹措资金。但是改造的费
用、今后运营的费用、给社区居民提供城市公共服务
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费用加起来，资金需求总规模
是非常大的。

各方力量如何在资金问题上“各尽其能”？在任兴洲
看来，需要将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容分分类，并按照不同
的改造事项确定资金来源。任兴洲说，基础类的设施，
比如水、电、气、路、管网等改造项目，是市政基础设
施的组成部分，应主要由政府资金来承担；提升类的设
施，比如加装电梯等，则可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小区居
民分摊一部分，根据各小区实际条件来安排；增加功能
型的，比如养老、托幼、助餐、医疗、物业等，则可引
入市场化机制，由社会资金投资和运营。同时，也可将
一些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盘活运用起来。仇保兴指出，
中国尚有约 5000亿元住房公共维修基金沉淀在各级财政
和房管局账户中。

从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不同来源的资金各自承担
着不同的改造内容。例如河北省 《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
动计划 （2018-2020 年）》 显示，将对 5739 个老旧小区
进行改造，共需改造资金129.6亿元。其中，社会可筹集
资金约11.7亿元，包括市政专营单位可筹集资金约6.5亿
元，主要承担水、电、气、暖、信地下管网改造、线路
整理等；小区原产权单位可筹集资金约5.2亿元，主要承
担“三供一业”分离小区改造。居民个人可筹集资金约
5.6亿元，主要用于屋面、楼道、单元门禁等建筑物本体
改造。其余 112.3 亿元由市、县两级财政筹集，主要负
责老旧小区安全设施、居住功能完善及环境整治等改造
项目。

这是否意味着财政仍然挑大头？国务院常务会议专
门指出，要创新投融资机制。今年将对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和地方积极探索，
以可持续方式加大金融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运用市
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据了解，各地将围绕这一
命题展开探索，但需注意让机制可持续，同时防范风
险，防止增加地方债务。

伴随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升温，许多人关心这对住
房市场会有什么影响？任兴洲说，老旧小区改造完善了
设施、提升了功能，补上了一些短板，将明显提升存量
住房的质量，有利于促进存量住房的居住、交易和周
转，进而促进居民改善型需求的释放，利于形成二手房
市场和新房市场的良性循环，总体对住房市场的健康发
展是有利的。当然，老旧小区改造主要面向 2000年以前
建造的房屋，主要目的是提升居民居住水平，对房地产
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