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他们们和和房房子子一一起起老老了了，，
老龄社区里，老人们上下楼挺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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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楼，没电梯，对于上年纪的老人，上下楼难如
登天，也只能‘宅’在家里了。”济南的老龄小区住宅楼
大多不超过六层，建设之初并没有电梯等公共配套设
施。当住户慢慢步入老龄化，没有电梯这一“先天不足”
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凸显。

他山之石

●上海：

加层扩建出售

以筹集资金

根据政策规定，上海的旧楼加
装电梯采用“市里出一点，区里出一
点，物业产权人出一点”的改造资金
模式。为了解决电梯加装的资金问
题，各方提出种种设想。

上海电梯协会建议使用刷卡电
梯，即同意加装电梯并且支付费用
的住户在每次使用电梯的时候进行
刷卡，而维修费用也可以按刷卡记
录的多少来算每个人该支付的比
例。

有些小区由开发商对居民楼进
行加层扩建，并向市场出售，以此解
决电梯加装及维修保养的经费问
题。上海的上南九村、华师大三村、
同济新村的电梯加装工程都是采用
这样的筹资形式。

●广州：

旧楼加装电梯

获批率约九成

2012年5月10日，广州市府办印
发了《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
行办法》，明确提出，一般情况下，占
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
总人数2/3以上业主同意的，可申请
加装电梯。广州市规划局相关人士
表示，市规划局机构改革事权下放
后，加建电梯类案件全部由各规划
分局属地办理。

据统计，近年广州办理了800多
宗加装电梯业务，其中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及同意进行批前公
示的案件700多宗，通过率约90%。

●福建：

住宅楼加装电梯

“降门槛”给政策

2010年8月，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出台《关于城市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的指导意见》，省内既有住
宅，只要满足规划、建筑结构以及消
防等要求，均可增设电梯。增设电梯
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需要征得该
住宅2/3以上的业主同意，其次要对
建筑结构进行安全鉴定，检测结果
显示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方可申
请增设电梯。

此外，2009年，厦门市有关部门
发文《关于在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的
若干指导意见》，并于2010年下发了

《关于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意
见》，配套了办事指南、电梯井道造
价参考、电梯公司列表等资料。并决
定对2012年底前完成旧住宅加装电
梯的工程费用政府补助50%，业主
出资50%。

家住济南花园路化纤小区的刘晨
最近忙着装修，他刚刚从旅游路一处新
楼盘给父母买了一栋房子。

“80多平，除去公摊，面积不如原先
的房子，就图有个电梯。”刘晨告诉记
者，化纤小区是个老小区，60多岁的父
母每天都要爬五楼，现在父亲腿不好，
上下楼是个难题，才无奈换了房，“小区
里很多住高层的老人都换房了。”

近日，记者走访了燕山小区、丁苑
小区、后坡街社区等济南老旧小区，看
到原本住在三层以上的老人不少已经
换了房子，或者易主重新购置，或者搬
到儿女处居住。

“1990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楼里
全是厂里的一批职工，现在年纪大了，就
剩我在这了。”提起以前的老同事，家住和
平路29号院的陈连科老人很是怀念，他

住的是单位分的房子，当时是按职位工龄
来分的房，原先的住户现在都已经老了，

“人一老，上下楼不方便，都搬走了。”
张大爷一直住在燕山小区，原本住

在5楼，后来搬到了1楼。“谁想搬啊？爬
不动了。”73岁的张大爷说，为了能经常
出门活动活动，他才同意家人换房子的，
但是不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小区，无奈添
了一笔钱买了这套房子。

本报记者 崔岩 王杰

■卖掉老房子，买套新房子

甸柳小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小区里的住宅楼都没有电梯。年
过七旬的陈阿姨就住在这里，三层不
算高，原来也没觉得有不妥之处，可
自从 2012年老人患脑血栓导致腿脚
不便，她就和家人深刻体会到了没电
梯的不便。

“她很少出门了，也想让她多出去
透透气，但是不方便。”陈阿姨的女儿

说，母亲偶尔出门透气，都是自己和丈
夫背老人下楼，半个月能下一次楼就不
错了，“也找过护工，可人家一听说还得
背老人下楼，根本不来。”

家住闵子骞路的吴先生说，他的
房子在五楼，父母照看孩子，他也担
心几年后老人会对来回爬楼吃不消，
也盼着可以装个电梯，哪怕自己多花
点钱。“老年人住高层并不习惯，但是

住这种高层又苦于上下楼不方便。”
“我们社区有 4920人，达到退休

年龄以上的老人占到了500人左右。”
甸柳新村第三社区居委会主任万红
霞说，社区有 1631户居民，住在三层
以上的老年人户数近百户。万红霞
说，楼层高的老人连买菜都成问题，
社区正在酝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
式。

■老人半月难得下趟楼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李久立的家在
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职工宿舍大院里，
但他已经三年没在这里住过了。

三年前，因为老伴爬楼难，李久立教
授在附近历山名郡小区租了套房子，然后
把自己位于6楼的房子租了出去。他租的
房子位于11层，面积不如原来的大，房租
还高。能让他租住下去的唯一原因是，这
座小高层有着一部电梯。

“不光老伴，我有时候回去爬那
个楼也气喘吁吁的。大院里其他一些

教授，尤其是女同志爬楼很困难。”已
经75岁的老教授说起电梯一声感叹。

位于经十路17513号的山东大学
千佛山校区宿舍楼 1999年 12月份竣
工，根据当时的规定，六层高的楼房
不安装电梯。“刚住进来那会儿还年
轻，爬楼没什么感觉，现在年龄大了，
每天爬六楼是最费劲的事。”同样住
在这个宿舍楼的六层住户马教授 74
岁，算是小区里的“年轻人”，但就算
是他，每次上六楼都要在三楼和五楼

休息一会儿，“喘几口气，放松放松腿
脚。”

“院子里住的绝大多数是退休多年
的老教授，最近几年一些人因上下楼不
便，有条件的就搬到了子女家，有的住在
稍高楼层的病人很久没出过门了。”一位
老教授说。

李久立教授说，有时候就想，等过
几年实在走不动了，是不是每天只能闷
在家里了，“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就盼
着自家楼上能有电梯，搬回家住。”

■年迈老教授无奈租房

“在济南，给既有住宅楼加装
电梯并不存在技术障碍，商业楼房
曾有成功加装电梯的先例。”济南
一电梯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该业内人士介绍说，济南有

些居民楼内部空间小，只能在外
部加装电梯。除了要自备建设钢
结构的电梯井，还需要在楼下挖
一个深坑。

“一部电梯费用在15万元左

右，建设电梯井费用约10万元，加
上人工等其他支出，六层住宅楼的
改造费用得三四十万元。”济南一
家电梯公司表示，如果住宅建设时
有预留的电梯井，就好办得多。

济济南南尚尚无无居居民民楼楼
加加装装电电梯梯先先例例
外地经验解难关，多思路帮老人上下楼

济南市民政局赵玉海介绍，2013年底济南市老年人口数111 . 6万，占全市总人口
的18 . 2%，并且仍以每年3%左右的幅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数将达160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5%，养老形势非常严峻。

一方面是数以万计老人对电梯的渴求，一方面却是难以逾越的几座大山。济南
旧楼加装电梯真有这么难吗？老龄社区老年人上下楼难的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

住宅楼加装电梯，技术上没有问题

本报记者 崔岩 王杰

低层、高层住户按不同比例出资

加装电梯毕竟繁琐，记者从
各方了解到，目前，济南也正在

“多条腿走路”，推出简便易行的
措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上
下楼问题。

23日，记者在后坡街社区见
到了一台爬楼机，“社区49座楼全
部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楼，
住在三层以上的老人不少，遇到
上下楼难题都可以使用这台爬楼
机。”

解放路街道将“免费为行动

不便群体提供爬楼机服务”列入
了2014年“为民办10件实事”清
单之一，投入15 . 3万元，为辖区5
个社区共购置了5台电动爬楼机
和轮椅。然而，记者从这几个社
区了解到，由于爬楼机体积过
大、体重过沉，需要专人操作，利
用率并不算高。

“能不能在楼道里安装休息
椅？楼层高的老人爬到三楼可以
休息休息。”甸柳新村第三社区
居委会主任万红霞说，为了节省

楼道空间，休息椅可以墙面为椅
背、钉在墙上、可上下折叠。记者
获悉，目前在上海等地已经开始
推广。

除此之外，2014年12月16日，
国内首个楼道座椅式电梯出现在
了上海居民楼内，座椅式电梯可
以通过座椅右把手进行遥控控
制，不需要外人帮助。居民若要使
用电梯，可以在相应楼层按帮助
键即可让电梯过来。提供了解决
老人“上下楼难”的另一种选择。

推行“多条腿走路”，解决老年人上下楼难

记者调查发现，加装电梯的过程似乎漫长而艰辛。老龄社区旧楼加装电梯究
竟难在哪儿？需要过哪些关？

本报记者 崔岩 王杰

加加装装电电梯梯需需要要这这些些““关关””

资金关

加装电梯费用高

居民大多难承受

“装电梯得多少钱？可不是十万八万
的事。”21日上午，在师东新村社区，几位
老人聊天时说，先不说十几户人家能不能
凑起几十万，“这些钱怎么个出法”？

“我住二楼，不坐电梯肯定不拿钱，那三
楼和四楼要交的钱是不是一样？不一样该怎
么摊钱？”一位老先生说。

“最重要的是还得有人出钱。”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电梯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依

他多年来的了解，电梯的出资问题是加装
电梯最重要的难关。

“机关单位相对便于协调，单位补贴
部分资金还好。”该人士说，对于很多单位
不愿出钱或没有单位来补贴的老旧住宅
的居民来说，自筹资金多少有些困难。加
装电梯对高层居民来说受惠最大，而对一、
二层的居民却没有什么好处，即使自筹资
金，哪家该出，哪家不该出，其实也是问题。

邻居关
虽然同住一层楼
需求未必都一样

家住后坡街社区的林先生说，他住在
一楼，对电梯没有需求，他担心加装后会占
到自家房屋面积，会影响以后通风、采光
等，所以反对这种做法。

除了低层住户担心加装电梯影响采
光、影响生活外，还有一栋楼内不同住户的
实际情况也导致加装电梯难以成行。“我们
住在5楼，但是都年轻，腿脚也好，电梯暂时
不考虑。”山大南路一单位宿舍的袁先生表

示，过几年他准备换房子，所以一旦楼里协
商加装电梯，自己确实难以接受。

以燕山社区为例，老年人固然多，但是
由于是学区房，房子更新很快，大部分的人
并不赞同安装电梯。“完全可以让老人把房
子卖了，然后去其他社区买个新房子。”居
民孙爱琴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也不排除
会考虑将房子易主，“毕竟学区房价格高，
家里也没有孩子上学了。”

政策关

如何加装电梯

济南尚无政策

在济南，对于既有住宅小区加装电梯，
目前有无相关政策？具体的程序是怎样的？

济南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有
关负责人说，电梯作为一种特种设备，质监
局只是负责电梯在安装过程中的监督检
验，保证其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但是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小区能不能安装？如
果在原来的房屋结构上增加，承重力能否
承担？这些由谁来负责？”该负责人说，电梯
安装要有井道，像这些多层建筑没有预留
电梯井道位置。目前的老式住宅多是砖混
结构，电梯如何与旧建筑进行连接，而又不
危及结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安
装电梯还需要足够的楼间距，要保证不影

响旁边住宅的通风、采光，还要有足够的电
压保证电梯供电。

“我们平时也接到过一些业主对于加
装电梯的咨询，确实有一定需求，但是目前
对于既有住宅小区内，电梯加装没有明确
的政策规定如何操作。”采访中，济南市建
委、房管两个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济南市规划部门有关负责人说，根据
目前《住宅设计规范》有关规定，底层作为
商店或其他用房的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
其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室外设计
地面高度超过16米时等情况是必须安装
电梯的，对于目前的六层住宅安装电梯并
没有明确规定。

老旧小区里，一些腿
脚不方便的老人有时半个
月也难得出次门。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在老旧小区里，老年人的上下楼难题亟待解决。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2014年7月，解放路街道为辖区
5个社区购置了电动爬楼机。图为后
坡街社区的爬楼机，但利用率不高。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老龄化社区“下楼难”调查

延伸阅读

记者调查

如果自筹资金，高层住户和低
层住户怎么出钱？采访中记者发
现，如果自费建电梯，对于出钱多
出钱少的问题，居民想协商达成一
致比较困难，外地经验显示，这可
能是将来协商时的矛盾之一。

“我听说在上海、广州等地，
政府开始对符合条件的老旧小
区住宅建电梯进行财政补贴，但
不知道济南何时才能有这样的

政策。”该业内人士说。
厦门老旧小区2012年加装

电梯出台政策：政府财政补助22
万元，设定各楼层出资比例。出
资或获赔比例系数是：一层、二
层获赔系数分别为0 . 8、0 . 4，三
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的出
资系数分别是1、1 . 1、1 . 2、1 . 3、
1 . 4，以此类推。

假设有一梯两户的七层楼

加装电梯，其总投资额为 52万
元，扣除政府财政补助 22万元
后，实际投资额30万元，且二楼
住户已明确表示不使用电梯。根
据上述方法，可算得三、四、五、
六、七楼住户每户出资额分别为
3 . 125万元、3 . 4375万元、3 . 75万
元、4 . 0625万元、4 . 375万元；而
一、二楼住户每户分别可获得
2 . 5万元、1 . 25万元的经济补偿。

换换房房子子、、背背上上楼楼、、宅宅家家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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