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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2020年新开工改造3.9万
个城镇老旧小区，这是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部署的明确任务。

如今，一幅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的“施工图”已初步绘就。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从改造内容、组织
实施机制、出资机制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实施细则。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对推
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
新改造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7月21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发布会上，住建部副部长
黄艳透露，上述3.9万个城镇老
旧小区已有近50%开工。

记者注意到，这一轮老旧
小区改造特别提到可以政府、
居民、社会力量三方共建。这
意味着建筑、停车、物业等行业
的社会资本或迎来新风口。

改造量是去年的2倍
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小区

旧改接力棚改，随着从中
央到地方相关政策不断推出，改
造速度和数量都有了大幅提高。

2019年4月，住建部等三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9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知》，
首次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给予中央补助
资金支持。这也是继2017年15
个城市试点老旧小区改造后，
首次将政策覆盖面扩至全国。
《意见》同时提出，将重点改造
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据介绍，2019年全国计划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是
1.9万个，涉及居民360万户；
而今年计划开工的是3.9万个，
涉及居民近700万户，是2019
年的近两倍。

那么，这3.9万个的改造目
标，具体是如何确定的？

经住建部调查摸底，全国
2000年底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大概是 22 万个，涉及居民近
3900万户。黄艳介绍，“十四
五”期间全国大概可以再改造
3500万户，这意味着在“十四
五”末，可以基本完成改造任务。

不过，老旧小区改造并非
易事。从这两年的调研和各地
反映的情况来看，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涉及面非常广，而且情况各
异、问题复杂，是一项系统工程。

“针对老旧小区改造中存
在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我们在
去年10月指导山东、浙江两个
省以及上海、青岛、宁波等8个
城市开展了深化试点探索。”黄
艳说，从调研来看，2000年底

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主要以公
房和房改房为主，这些小区普
遍没有物业管理，处在失养失
修失管状态。这些老旧小区在
使用过程中的保养程度较差、
市政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社
会服务不健全，居民改造愿望
也非常强烈。

完善和提升类改造
可“点单式”选择

对于2020年计划改造的
3.9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国家发展
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刘
世虎介绍，中央预算内的投资额
是543亿元，比去年翻了一番。

而这部分投资额，将主要
向排水等公益性改造内容倾斜。

《意见》把老旧小区的改造
内容，具体分为基础类、完善类
和提升类三类。基础类涉及居
民基本居住条件和居住安全、
日常生活保障的基本设施——
而政府的财政资金也主要是保
障这一部分，而且尽量要求一
次性改到位，避免短期内反复
改造、多次扰民。完善类则是
指满足居民改善型生活需求和
生活便利需要的改造内容，比
如加装电梯；小区内建筑节能
改造，就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
求，可能仅仅是北方地区需
要。提升类主要是指养老、托
育等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

“后两项基本上是菜单式
的，大家都需要、都同意，就找资
源去做。”黄艳介绍，基本类应改
尽改，完善类和提升类根据实际
需求，让居民“点单式”选择。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加强城市更新和
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

此时“城市更新”概念逐步
替代了实施多年的“棚户区改
造”。近两年启动的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和过去的棚改、旧改
有何区别？

对此，黄艳表示有三点不
同：首先，过去主要是局限在基
础类改造，现在把改造内容扩展
到了完善类、提升类。某种程度
上是城市综合更新改造提升，也
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城市公
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其次，从组
织实施来讲，过去老旧小区改造
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即政府
为主导，居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没有激发出来。而这次老旧小
区改造的主体是居民。另外就
是资金的筹措。过去基本上是
财政拿钱，而此次《意见》特别提
出建立政府、居民、社会力量三
方共建的机制。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平台
在社区，必须依赖社区治理机
制来完成这项工作，构建基层
社会治理新格局。”黄艳说。

居民参与改造
变成了“从下往上”

在黄艳看来，老旧小区改
造是一项以社区为主的战场，居
民是主体。同时，还将极大考验
地方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不再是“从上往
下”的指令性工程，而是“从下
往上”地生成改造项目，老旧小
区居民同意改造后经地方上报
申请才纳入改造范围。

而居民具体如何“出资”参
与，也备受瞩目。

记者了解到，居民“出资”
主要集中在完善类。比如电梯
的改造，《意见》就明确提出支
持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
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的改
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其
中居民出资部分的筹资压力。

另一部分则是“间接出
资”，比如对停车场等设施改造
后的付费使用，居民可以采取
计天、计月付费，来支持停车场
的改造、维护和建设费用。

居民出资的另一种形式，
体现为“让渡某些公共空间和
资源”。比如一些共有房屋可
以拿来建养老院、公共食堂等。

那么社会力量有哪些可参
与改造的范围？具体来说，可
盘活存量房屋设施和低效土
地，统筹小区内地下空间、公共
房屋、闲置的堆煤场和锅炉房，
以及小区周边公共房屋和低效
利用的工业用地、非住宅用地、
空地、荒地以及厂房等，以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工程
总承包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改造建设。

这些方式主要用于提供养
老、托育、停车等公共服务设
施，加快解决“一老一小”和停
车难等民生难题。

钱从哪儿来？五省九市
已提供4360亿元贷款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钱从
哪儿来？

从出资机制来看，本轮老
旧小区改造资金由政府、居民和
社会力量合理共担——基础类
改造由政府资金重点支持，完善
类改造部分由居民出资，提升类
改造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众所周知，很多城市更新
项目开发周期长是因为资金压
力大，开发后无法盈利，或者在
前期就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
导致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大
大降低。

和家生活科技执行总裁王
永生曾参与北京“劲松模式”改
造，这被视作社会资本参与老
旧小区改造的成功案例之一。

王永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说：“老旧小区情况复
杂，即使在一个社区试水成功
后，也需‘一区一议’，而且回报
周期较长，约为15—20年。”

面对漫长的盈利周期，如
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

记者注意到，企业一方面
可享受一定的税费减免，如对
企业取得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
配套资产改造所发生的费用，
可按规定计提折旧在税前扣
除；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
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提供相关
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按规定免
征增值税，并且减按90%计所
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对用于提
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
房产、土地，可以按规定免征契
税、房产税等税费。

另一方面，黄艳认为，目前
已进入城市发展转型的一个关
键时期，城市建设已经从粗放扩
张转到内涵提质，因此今后很多
工作要转移到完善公共产品的
供给上。这对企业来说，将是一
个空间广阔的蓝海市场。

此外，记者注意到，国家层
面的金融贷款支持也在提速。

7月17日，国家开发银行
与吉林、浙江、山东、湖北、陕西
5省，中国建设银行与重庆、沈
阳、南京、合肥、福州、郑州、长
沙、广州、苏州9个城市，分别签
署支持市场力量参与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五年内，上述两家银行预计将向
5省9市共提供4360亿元贷款。

而在此之前，有关老旧小
区的专项债也密集增加。截至
今年5月19日，根据WIND数
据，内蒙古、宁夏、山东、广东、山
西等5省区25个老旧小区项目
通过专项债融资26亿元，其中
广东13个项目，占比超过一半。

万亿市场新蓝海
物业公司的又一新风口？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 3.9万个旧改小区

预计拉动1.2万亿元左右的投
资。至此，新的万亿蓝海被打
开，因此也被社会资本视作新
经济增长的一扇新大门。

对于房地产的上下游企
业，哪个领域会最先受益？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
师许小乐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认为，由于基础类主要
是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外墙、
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故预计
建筑主体材料、安装材料及综合
材料等领域的企业将最先受益。

针对目前已经参与老旧社
区改造的社会企业，他表示主
要是专业资产运营管理企业，
其对试点小区的道路、管道、停
车场、外立面、公共区域等进行
重新设计改造。此外，部分房
地产开发企业也在参与试点。

不过，老旧小区的改造也
有难易、先后顺序之分。基础
设施改造提升、加装电梯等板
块相对容易入手，这些领域前
期投入资金量相对较小，且涉
及面较窄，因此许小乐认为更
容易推进。

而养老、托育等板块入手
难度相对较大。首先，这些板块
前期所需投入资金相对较大，且
老旧小区居民对此类消费意向
较低，消费能力相对较弱，项目
后期运营的可持续性存在一定
的难度；其次，这些板块的改造
涉及面广，参与主体多，审批程
序较多，“同频共振”难度很大；
另外，老旧小区功能改造涉及到
的绿化率、容积率等变更的相关
制度依据还不健全，对项目推进
可能造成一定的阻碍。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待改
造的老旧小区普遍没有合格的
物业管理公司，这或将成为物业
公司驶入快车道的另一新风口。

“不仅是在改造前期，尤其
是改造完成后，完善的治理体
系、规范化可持续的物业管理
尤为重要。预计物管企业将会
成为老旧小区改造中重要的实
施主体。”许小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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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大力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新开工80个项目

完成55万平方米、2.8万户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

以下房屋改造

改造城中村192个、城市老旧小区1369个

全年改造老旧小区40万户以上

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改造500个城镇老旧小区

2737个老旧小区改造

开工改造1000个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老旧小区1506个共33.1万户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5.96万户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