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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老旧小区
改造指南来了

所涉小区为2000年底前建成，五年内改造完

今年改造3 .9万个小区
涉及居民近700万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 .9万
个。如今，很快迎来了落实。

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对
外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2020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3 .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
万户；到“十四五”期末(2025年
底)，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本
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所谓城镇老旧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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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意见的要求，各地
要结合实际，合理界定本地区改
造对象范围，重点改造2000年底
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据官方此前
测算，这一部分重点改造对象约
有30亿平方米的规模。

此前，2017年底，秦皇岛、张
家口等15个城市开展为期1年的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而随着
意见的出台，老旧小区改造进入
全面加速的阶段。

保民生稳投资稳就业
还能拉动消费

住建部调研发现，这些老旧
小区有几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一是管网破旧，上下水、电网、
煤气，还有光纤，这些设施要么
缺失，要么老化非常严重，老百
姓反映非常强烈。

二是这些小区建造时间较
早，它的很多公共服务是缺失
的，比如养老、抚幼、物业，再进
一步说还有文化娱乐、健身、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存放等，这
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很多老旧小区
老龄化程度较高，老年人特别
需要电梯，这也是很多居民呼
吁了很久的事。

三是这些建造时间比较长的
城镇老旧小区，很多没有物业管

理，公共环境普遍比较差，包括道
路破损、秩序混乱、私搭乱建
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生活
在小区里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目前看老旧小区改造已经
迫在眉睫，2000年前的房屋占很
多城市房屋的比例超过60%。”中
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中新
网记者表示，老旧小区改造是一
项既能保民生，又能稳投资稳就
业，还能拉动消费的多赢工程。

改造内容分为
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

根据意见，改造内容可分
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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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类主要是环境及配套
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
能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
梯等。其中，改造建设环境及配
套设施包括拆除违法建设，整
治小区及周边绿化、照明等环
境，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适
老设施、无障碍设施、停车库
(场)、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
设施、智能快件箱、智能信包
箱、文化休闲设施、体育健身设
施、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

提升类包括改造或建设小区
及周边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卫
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施、幼儿
园等教育设施、周界防护等智能
感知设施，以及养老、托育、助餐、
家政保洁、便民市场、便利店、邮
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
项服务设施。

资金由政府与居民
社会力量共担

老旧小区改造一举多得，
但关键问题来了，这需要真金
白银，钱谁出呢？意见明确，建
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社会
力量合理共担机制。

具体包括5个方面，合理落
实居民出资责任，加大政府支
持力度，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力
度和质效，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落实税费减免政策。
在居民出资方面，按照谁受

益、谁出资原则，积极推动居民出
资参与改造，可通过直接出资、使
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落
实。研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办法。支持
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
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鼓励
居民通过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
支持改造。

在政府支持方面，将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
程，中央给予资金补助，按照

“保基本”的原则，重点支持基
础类改造内容。

意见还要求，商业银行加大
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在风险可
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依法合规
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
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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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五年内，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预计将向5省
9市共提供4360亿元贷款。

可有效缓解
城市管理各种矛盾

张大伟分析，老旧小区改
造，有助于解决小区设施设备
陈旧、功能配套不全、物业管理
缺失、小区环境脏乱差等群众
反映强烈的城市管理“顽疾”，
有效缓解城市管理的各种矛
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生
活质量和群众的满意度。

在张大伟看来，大部分老
旧小区的地段非常好，改造升
级后，对于这部分物业的价格
将有明显影响，特别是很多6层
老楼增加电梯等改造后，价格
上涨有望超过10%。

根据媒体的报道，2019年
具有 20年房龄的沈阳小西小
区，成为沈阳首批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的试点，电梯安装后，房
价每平涨了2千元。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支付截图、位置、“粉丝”
等均可造假

记者调查发现，假截图的背
后，是各类应用市场存在大量“支
付界面生成器”的灰黑软件。

记者下载使用“万能微商截
图王”等多款软件，发现利用这些
软件，微信对话、微信支付截图、
支付宝交易截图、淘宝订单截图
等均可造假。一些软件开发者向
用户收取“会员费”，可以不限次
数地制作假截图。这些会员费少
则几十元，多则两三百元。

有的软件可以修改真实位
置。浙江、海南、湖北等多地警方
联合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团伙
使用软件修改微信定位，谎称可
以提供上门服务，诱骗他人预付
费进而行骗。

专家介绍，目前已有一些灰
黑软件开发出基于微信平台的

“全球虚拟定位添加附近人”功
能，可以将手机定位到任意某个
地方，自动抓取周围用户ID信
息，自动发送好友申请指令。

记者在闲鱼、淘宝等网站还
发现，一些商家出售多款抢购助
手软件，称可以有效增加用户购
物时的抢购概率。在这些软件界
面可设置开抢时间、重试次数、重
试频率、抢购商品属性等。

一些做网购直播的企业表

示，直播间常常通过刷弹幕向消
费者让利，有的消费者利用抢购
助手软件，伪造了“粉丝”数量，提
高了中奖率，减少了其他消费者
的获奖概率。“这很不公平，我们
也非常头疼。”一位主播说。

技术含量有高有低
已形成地下产业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这类软
件活跃于用户较多、流量较大的
社交软件、移动支付软件、短视频
软件和直播平台周边，已经形成
互联网灰黑产业链条。

今年5月，腾讯公司将运营“微
信对话生成器”“微商截图神器”等
9款App的深圳一公司告上法庭。法
院认为，被告提供了一款造假、作
弊的工具，涉案网站和应用软件下
载量高，侵权范围较大，侵犯著作
权，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上海第五空间信息科技研究
院首席研究员朱易翔说，这种“寄
生性”灰黑软件的开发者主要是
通过分析一款目标软件的运行原
理、机制、方式来设计外挂软件，
编写代码。

奇安信集团一名工程师告诉
记者，截图类软件技术含量较低，
只需要10行核心代码即可生成，
甚至用最基本的制图软件也能制
作，而秒杀手机、酒类等名贵商品
的抢购软件，则需编写更为复杂
的后台程序。

腾讯反欺诈实验室负责人介
绍，经过多年发展，相关恶意软件
牵连的灰黑产业已经规模化、生
态化，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上
游供给“攻击物料”，包含身份信
息及IP、账号等网络资源，下游团
伙利用渠道资源，辅助变现及洗
钱。

去年底，广州警方成功破获
一起制售微信外挂软件的网络灰
黑产案件，缴获涉案微信号约65
万个。警方发现，该团伙软件制作
者主要负责研发微信外挂软件，
通过销售授权码和收取软件代理
费非法获利；软件代理商购买授
权码后转卖给微信号商；微信号
商使用外挂软件批量注册微信账
号，进行养号、卖号业务。最终通
过外挂软件注册的微信号可批量
添加好友，用于交友诈骗等违法
犯罪行为。

明确法律边界
运营者主动维权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
务所律师吴丹君认为，这种“寄生
性”灰黑软件损害用户的知情权、
隐私权，扰乱网络运营者的正常
运营秩序，滋生诈骗、造假行为，
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严格治理。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
博认为，监管部门应依照网络安
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对“寄生性”灰黑软件
加强管理、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软件在
法律监管方面还存在空白。比
如，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禁止使
用“助手”类软件。广州某知名
直播软件公司介绍，从平台治
理的角度出发，可以用平台规
则对一些用户的账号进行限
制，但并不能完全阻止此类软件
在别的平台使用。

朱易翔等专家表示，一方面
要从立法上尽快明确此类软件的
法律界限和违法认定规则；另一
方面，网络运营者应主动管理，合
法维权。

多地监管部门表示，隐蔽、跨
地域、侵权内容易被删改、证据不
易固定等，是打击“寄生性”灰黑
软件的难点。专家建议，公众应注
意识别这类软件的法律风险，软
件平台可主动向文化执法、版权
保护等部门提供线索，打击此类
非法牟利行为。

据新华社

你是否为你
的“老破小”小区
脏乱差、没有电
梯、缺乏健身娱
乐设施、没有物
业管理等问题而
烦恼？如今，国家
宣布将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这不仅有助
于 解 决 上 述 问
题，让你的小区
旧貌换新颜，还
可能让你的小区
升值！

●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会服务设施不健
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城镇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
建成的老旧小区

改造范围

●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3类，各地因地制宜确定改造内容清单、标准

改造内容

●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

改造资金

●受疫情影响，截至5月底，今年新开工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约为年度任务量
的20%，进入6月后新开工项目快速增加，截至6月底，已达到40%以上

目前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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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东微商金某报
案称，江苏盐城一名女子韩
某在其店铺先后14次购买化
妆品，每次付款方式都是展
示支付截图。一次偶然的机
会，金某发现账户金额不对，
仔细一查发现实际并未收到
韩某的货款，前后共计两万
多元。

金某的遭遇并非个案，近
期，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利
用虚假微信转账欺诈商铺的
案件。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互
联网上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
的灰黑软件，可以生成假截
图、假位置、假“粉丝”，滋生诈
骗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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