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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
改造中，电梯改造成为重点。业内
人士估算，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15
年以上的老旧电梯数量超过10万
台。如此大规模的旧电梯改造，谁
来主导？如何推动？钱从哪儿来？
记者近期进行了调查。

据了解，目前我国部分老旧楼
宇电梯使用环境差、管理不到位、维
保不彻底，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需要
维修改造或者报废更换。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2月出台的
《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提出，要制定老旧住宅电
梯更新改造大修有关政策，建立安
全评估机制。记者发现，目前，针对
普遍存在的“痛点”，福建等多个省

份都已出台政策，将老旧电梯改造
列入政府工作日程。

——明确老旧电梯改造标准。
福建、杭州、深圳等地电梯安全管理
办法都要求，电梯使用年限达到15
年时，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
估结论确定继续使用电梯的条件或
对电梯进行修理、改造、更新。

“电梯安全‘三分靠质量，七分靠
保养’。”一位特种设备业内人士表示，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电梯每年都应接
受定期检验，检验合格即可继续使
用。电梯质量、保养状况千差万别，保
养好的电梯用上百年都能正常运行。

——明确电梯改造资金筹集渠
道。老旧电梯维修、更新动辄上万
元甚至数十万元。多数地区明确，
电梯改造资金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中列支，或者根据相关管理规定由
所有权人分摊。同时，多地也出台

财政补助政策，支持老旧电梯改造。
——设立电梯长效管理机制。

老旧电梯改造维修后，还需要良好
的维护保养以及长效管理机制，才
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浙江省提
出，推行电梯“保险+服务”，探索建
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用于投保电梯
全生命周期综合保险的工作机制。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不少地方
政府积极推动，但老旧电梯改造还
面临诸多难题。有业内人士介绍，
定期检验对保障电梯安全非常重
要，但随着电梯数量迅猛增长，特种
设备检验机构人员数量有限，难以
满足需求。此外，市场上电梯维保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电梯
未能按国家标准保养，风险隐患无
法及时发现、排除。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老旧电梯改
造应系统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畴，重

点从完善电梯更新改造管护机制、改
造费用分担机制两方面切入。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原副所长黄祖辉说，在大力推广电
梯安全保险、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基
础上，需做好老旧电梯日常养护与
检验工作。建议完善电梯维保从
业机构诚信体系，设立电梯安全事
故维保单位“黑名单”制度，同时增
加电梯专业检验服务市场供应，让
老旧电梯安全隐患能早发现、早排
除。

“老旧电梯改造投入不能过度
依赖财政资金。”重庆市渝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监管科科长陈
宏表示，破解老旧电梯改造资金难
题，需要探索将社区停车位、电梯广
告等部分公共收益纳入电梯维修改
造基金，设立电梯“养老保险”。

（据新华社电）

电工施工
承重墙严禁横向开槽

装修时，电工施工包括定位开槽、预埋配管、布
线、检测、绘图和封槽等施工流程。

◆定位开槽
定位后，先弹线切割，切割时应做到横平竖直、

美观规范、深度适中。然后，凿出线管和底盒位置，
凿线槽宜深度适中。

承重墙、剪力墙、承重柱、空心墙严禁横向开
槽；承重梁严禁开槽钻孔；砖混结构横向开槽长度
不得超过1000毫米，以免影响承重结构，破坏抗震
功能。

◆预埋配管
预埋底盒和配电箱前，应先洒水除尘湿润墙

体。电工常用的线管为pvc红、蓝管，红管为强电
管，蓝管为弱电管。布管要做到横平竖直、美观实
用。厨房、阳台、卫生间地面禁止走管。

强弱线管交叉处应用锡箔纸隔离，以抗干扰。
◆布线
线路要采用符合防火要求的配线。布线应分

色，普通住宅的220V相线为红色，零线为蓝色，地
线为双色，照明控制线为绿色，双控线为黄色。复
式楼、别墅每层应安装配电箱，便于日常检查和用
电平衡。

◆检测和绘图
使用兆欧表对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检查合格后

通知绘图人员进行测量和绘制，然后打印存档。
◆封槽
装修公司质检员检测合格，业主确认签字后方

可封槽。封槽前，要清理槽内垃圾。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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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热点

重磅来袭，金秋置业季邂逅
恒大全员营销月，空前福利享不
停！

全员营销月，六重好礼，狂欢礼
献！一重礼：新品升级享9折优惠；
二重礼：恒房通推荐购房享额外98
折；三重礼：清尾最高享8折优惠；
四重礼：分期付款首期10%起；五重
礼：商铺8折大优惠；六重礼：老带
新推荐赚高额奖励。（活动有效期至
2019年10月8日。具体优惠详情
以案场公示为准）

【恒大御海天下】
建筑面积约 50-84㎡亲水公

寓，总价约48万元起（房号：C14#
201，总价 479543 元，有效期至
2019年10月8日）

恒大御海天下项目位于海南临
高马袅湾，为业主打造三栖玩海度

假社区。
【恒大御湖庄园】
建筑面积约78-155㎡花园洋

房，分期付款，首期8.5万元起（房
号：33#103,总价 849307 元，有效
期至2019年10月8日）

恒大御湖庄园项目位于定安文
笔峰旁、南丽湖畔。项目依山傍水，
打造生态湖景水岸风光。

【恒大棋子湾】
建筑面积约124-182㎡花园洋

房，分期付款，首期21万元起（房
号：89#202，总价2086111元，有效
期至2019年10月8日）

恒大棋子湾项目位于昌江棋子
湾度假区。项目依山伴海，助您随
心开启诗意度假生活。

【恒大海上帝景】

建筑面积约145-178㎡悦澜高
层，分期付款，首期28万元起（房
号：2#805,总价 2729327 元，有效
期至2019年10月8日）

恒大·海上帝景项目位于海南
陵水清水湾，欧式风情园林与中央
大湖勾勒出自然生态之境。

【恒大双海湾】
位于万宁市神州半岛度假区老

爷海北侧，拥有建筑面积约103—
124㎡品质瞰海洋房。

本文中推荐楼盘均为恒大地产
集团投资项目，预售证信息如下：恒大
御海天下【临房预字（2018）69号】、恒
大棋子湾【2017昌房预字（014）号】、
恒大海上帝景【陵房预字[2013]第
0024号】、恒大御湖庄园【定房2016
预字第055号】、恒大双海湾【2019万
房预字（23）号】。 (广文)

金地“小桔灯护眼
计划”走进五指山

9月 10日是教师节。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金地华南“小桔灯”公

益活动首次落地海南。以“用眼睛

翻越书山 用微笑走出大山”为主

题的金地华南“小桔灯护眼计划”

公益行活动在五指山市毛道中心

学校举行。

毛道中心学校是一所山区乡镇

学校。金地华南区域海南公司为

该校学生赠送了400盏专业护眼灯

和《哈利·波特》《乔治看世界》《神

奇的宇宙》等近 300 本国内外经典

绘本。

捐赠仪式后，金地工作人员与毛

道中心学校学生共同参加了传声筒、

未来世界等互动游戏与趣味性知识

科普活动。

今年是金地“小桔灯”公益活动

举行的第十个年头。随着金地集团

全球战略化布局的推进，“小桔灯”公

益活动已成为全国慈善公益助学品

牌，足迹遍布全国多地。从2009年

至今，金地集团已在全国捐建学校3

所、金地梦想中心7家和金地梦想书

屋18家，惠及学生1.6万人。

本次金地华南“小桔灯护眼计

划”公益行活动由金地海南城市公司

主办，五指山市是海南金地文旅公司

发展文旅产业之地。金地集团希望

通过“小桔灯”公益活动，让山区孩子

有机会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和未

来。 (广文)

我国多地老旧小区改造，电梯改造成重点

旧电梯改造，谁来主导？

恒大海南多盘联动 圆您海居梦

以色列总理
提议组建联合政府
蓝白党领袖拒绝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19日电（记者陈文
仙 尚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提议与蓝
白党领袖本尼·甘茨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甘茨拒
绝了内塔尼亚胡的提议，并要求内塔尼亚胡加入
甘茨领导下的联合政府。

当天，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内塔尼亚胡和甘茨共
同出席在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已故总统西蒙·佩雷斯举
行的纪念仪式。内塔尼亚胡和甘茨在仪式上握手。

内塔尼亚胡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应尽快在
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甘茨就建立联合政府举
行会谈。他表示没有理由举行第三次选举。内塔
尼亚胡当天还发表一份视频声明说，选举结果表
明他无法组建一个右翼政府，“必须建立一个尽可
能广泛的联合政府”。他表示可以随时跟甘茨见
面，推动这一进程。

甘茨当天下午发表声明，拒绝内塔尼亚胡提出
的组建一个由利库德集团、蓝白党、极右翼和极端正
统派犹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提议。甘茨同时宣
布蓝白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获胜，要求内塔尼亚胡加
入在甘茨领导下的“广泛的、自由的”联合政府。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右翼政
党签署了一份文件，声明他们只加入由内塔尼亚
胡领导的政府。

欧委会确认
英方提交“脱欧”新方案

欧洲联盟委员会发言人米娜·安德烈耶娃19
日确认，英国已递交部分脱离欧盟新方案的书面
文本，且欧盟对英方递交新方案没有设定正式期
限。双方今明两天将就文本展开磋商。

然而，芬兰总理安蒂·林内一天前限定英方9
月底以前递交“脱欧”新方案。芬兰目前担任欧盟
轮值主席国。

英国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党首阿琳·福斯特
18日预期，只要有关各方展现灵活性，新“脱欧”
协议有望达成。

安德烈耶娃19日告诉路透社，英方递交的书
面方案包括如何修改现有“脱欧”协议。欧英双方
19日和20日将以此为基础，就“关税、制成品以及
卫生和植物检疫规则”等领域举行“技术性磋商”。

她说，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
耶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斯蒂芬·巴克利20日将
在布鲁塞尔会商“脱欧”事宜。

英国政府发言人19日同样宣布，已与欧方共
享“技术性非正式文件”，“将在作好准备时递交正
式的书面解决方案”。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视点
今年年初，相关部委发布调整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到，目前各省份均

已出台落实措施，不少地方已经调整到位。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断上涨的养老金

如何保证顺利落地？各地养老金调整方案有何不同？如何体现激励又兼顾公平？

各省份均已出台落实措施，不少地方已经调整到位

上调基本养老金，“十五连涨”如何顺利落地？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养老
保险制度运行平稳，能够确保基
本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在国新
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 至
6 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当期收入 1.9 万亿元，支出 1.6 万
亿元，当期结余 3000 亿元，6 月底
累计结余超过 5 万亿元，可支付
18个多月。

在此基础上，今年以来已经有多

项有力措施得到实施，保证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

——加大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力度，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
负担，帮助困难地区确保发放。今
年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3.5%，全年
跨省调剂资金规模近1600亿元，将
进一步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负担，

加大对部分基金收支压力较大省份
的支持。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稳步实施。今年 7月，国务
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说，国
资委研究提出了第三批 35 家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中央
企业名单，第三批划转企业范围进

一步扩大，划转金额大幅度增加，前
后三批共 53 家企业划转总额将达
到 6038 亿元。中央财经大学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这
项举措有利于充实社保基金，但目
前对于筹措到位的资金缺乏具体的
使用上的制度规范，应加快细化落
实资金使用细则。

——不断增加战略储备基金，
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
投入逐年增加。目前，国家已经建
立战略储备基金，全国社保基金已
有2万亿元左右战略储备。今年中
央财政安排企业养老保险的预算
资 金 达 到 52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4%，地方财政也相应做出了资金
安排。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
翟永冠 王晖 尹思源）

记者了解到，本次养老金调整既
体现激励机制又兼顾公平。在挂钩调
整方面，主要与退休人员缴费年限或
工作年限、基本养老金水平等因素挂
钩。

第一种是与缴费年限挂钩。以黑
龙江为例，每满一年增加2元；内蒙古
相关政策规定退休人员缴费年限每满
一年增加1元，不足15元的，按15元
进行调整。

第二种是与本人基本养老金水
平挂钩，北京将退休人员2018年年
底前的月基本养老金由高到低划分
三档，5459元（含）以上的每人每月

增加45元；3959元（含）至5459元之
间的每人每月增加55元；3959元以
下每人每月增加65元。通过采取低
者高调、高者低调的方式，保障待遇
水平偏低的人员能够适当多增加基
本养老金。

在各地的调整方案中，以下几类
退休人员将享受政策倾斜。

——高龄退休人员。在天津，
年满70周岁不满75周岁的退休、退
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30元；年满

75周岁不满80周岁的，每人每月增
加50元；年满80周岁的，每人每月
增加70元。在湖北，对新中国成立
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的，每
人每月增加30元；新中国成立前参
加革命工作享受薪金制的，每人每
月增加25元。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山
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均规定，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在调整后，其
基本养老金仍未达到所在地区基

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补齐到平
均水平。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
山西规定，一类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
员每人每月再增加10元，二类艰苦
边远地区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15元。天津规定，国家规定范围的
艰苦边远地区的调整对象，每人每月
增加15元。

——工伤退休人员。安徽规定，
企业一至四级工伤退休人员按上述办

法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本次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平均额度的，
按平均额度予以补齐。

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广东、
江苏两省的方案中养老金调整人员
范围较其他省份更大：广东沿袭
2016年以来惯例，将本年度上半年
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划
入本次调整范围；江苏今年首次将
本年度前半年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的人员划入本次养老金调整范围。
其他省份本次调整对象为 2018 年
12月31日前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人员。

目前，各地都已发布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方案，不少地方已经调
整到位。

连续十几年，家住天津市南开区
的退休老人张贵昌总会在七月份得
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养老金年年涨，
前半年增加的养老金，都随着七月份
的养老金一并补发。“经济发展了，居
民收入改善了，咱退休人员也跟着沾
光。”张贵昌说。

今年3月，人社部、财政部联合

下发《关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的通知》，从2019年 1月1
日起，为2018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
平为 2018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
养老金的 5%左右，预计将有 1.18

亿名退休人员受益。这是国家连
续第 15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

记者采访发现，在定额调整方
面，同一地区的退休人员统一增加相
同额度的养老金，不同省份从每人每
月34元至80元不等。其中，北京每
人每月定额加发50元，广东、上海每

人每月定额加发60元。西藏加发金
额较多，每人每月涨80元。辽宁按
照退休（职）人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将
定额调整分为5档，最高70元，最低
25元。湖北按照退休人员退休时间
将定额调整分为3档。

为何不同地区定额调整额度不
同？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教授徐行说，养老金调整标准
一般会根据经济增速、物价上涨、
养老金收支水平、基金可承受能
力等综合因素进行测算。“各地经
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退休人员
的基本情况也各有不同，这就决
定了各地在制定具体调整办法时
会考虑到本地的具体实际，地区
之间的调整办法也因此存在一定
差异。”

如何保证按时足额发放？

如何体现激励又兼顾公平？

各地分别如何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