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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高低层业主相互理解
受益的将是小区整体”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小区加装电梯
全体业主100%同意

这两天，62岁的牵头人王家青一直没能闲
着。“马上就要进入施工阶段了，还需要对现场
做一些地勘工作。”

燃灯寺路9号院小区不大，仅有两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7个楼层，其中一个单元一层两户，
另个一单元一层一户，共21户。尽管住户不多，
但初期同样遇到了大多数小区在此工作上都会
遇到的问题——业主意见的不统一、资金的认
缴异议、电梯带来的挡光争议等等。

王家青介绍，小区的电梯加装工作始于今
年6月，当时刚刚完成了院落的风貌改造，考虑
到住着多位老人，就把电梯提上了日程。在此过
程中，热心会说的谭女士也加入了进来，帮着王
家青一起推进电梯加装工作。

在抽空走访了小区住户，了解大致意见后，
王家青发现大多数住户表示愿意，但仍有一些
住户心存顾虑。收集到顾虑住户的信息后，王家
青及其他热心住户便抽出一天，守在小区门口，
等待回小区的住户，分批次进行商讨。

“有什么意见、顾虑等，我们要当面说出来，
大家再一起商讨解决方案。”经过3个月的反复
商讨，最后小区全体业主同意率达到100%。“每
一户都是签字同意了的，规定是三分之二的业
主，但我们是百分之百。”

将来谁都会老
小院的和谐最重要

王家青有时会把这种难得的“100%”归因于
“人少，住户好说话。”不过记者发现，更重要的
则是，业主们站在彼此角度的互相理解和包容。

在王家青的帮助下，记者了解到多位一、二
楼业主的想法。“邻里关系和小区的和谐共处是

最重要的，大家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长期相
处都有了感情，就更应该相互理解。”一位业主
表示，“住在低层的可能确实不需要电梯，但谁
都会老，高层的住户年纪大了不方便也很恼火，
这样一想，一开始的不理解后面也就想通了。”

对于挡光问题，二单元的几位住户更是率性，
“有光就行，没全挡就好，还有一个窗户呢”。

“一方面大家常相处，有感情；另一方面也是
解释工作做得比较足，为他们讲解清楚了，也自然
就理解了。”王家青说。

越透明越信任
让所有业主都得到尊重

“最主要是透明，越透明就越容易得到信
任。”王家青认为，信任需要一步步建立，同时也
要让大家都有参与感。虽然新出台的政策只需
要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其他业主无异议就
可，但是王家青觉得，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或没
有明确表示同意，电梯就不能开始安装。“因为
有可能别人是碍于情面才不得已没有反对，但
心里并不舒服，须得给别人充分尊重。”

王家青同时介绍，安装电梯也不仅仅是成
功安装就结束了，还需提前考虑到后续维护维
修等费用如何分摊。“这个也得提前商讨，钱怎
么出，要事先达成一致。”平时小区有什么动态
或者需要，王家青也会事先发到小区群里，告知
大家，跟业主商量征得同意后才会继续，小到代
收快递，大到小区新的安排进展等。

王家青一再强调，“要多交流，人性化才好做
工作，这样容易彼此信任，排斥性小很多。”

具体费用分配，王家青介绍，一、二楼不出
资金，三楼以上自低到高按比例依次递增，这个
有一个行业标准。“如二楼以后需要使用电梯，
也可以补交资金。”对于安装后获得的政府补
助，目前小区也在讨论，“应该会作为维护资金
使用，并请社区进行监督。”

近日，华阳一小区电梯加装受阻一事让成都市民李

老很愤慨。“老旧小区装电梯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上
下楼困难，这是个事关大部分人利益的问题，往大
了说是政府的民生工程，小了说也是一个尊老爱老
邻里和谐的事情。”

而在华阳锦瑞园小区电梯加装遇阻的同时，位于武
侯区的燃灯寺路9号院则呈现出不同状态——小区所有
业主均表达了支持。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获悉，这是成都第一个加装电梯业
主同意率达100%的老小区。在小区内部，这种难得的

“100%”，被归因于“业主们站在彼此角度的互相理解和包
容”。对此，四川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秘书长王江海
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互相理解，协调难的问题
就不再难了。”

老友离世前仍盼电梯
78岁老人当起

小区电梯加装志愿者
李老一直觉得，如果电梯成功装起来，老友或许

还能多活两年，起码能够圆他临走前最后一个愿望。
今年中秋节前，与李老相处近60年的老友，弥

留之际仍盼着小区能装起电梯，还想坐着电梯回到
5楼的老房子再看上一眼，做最后告别……但老友
没有等到这一天。老友的逝去让李老下定决心，无
论如何一定要把小区电梯装起来。

老友离世仍盼电梯
“我想坐电梯回去看看房子”

今年中秋节前，老友病重，李老前去探望。病床
上，老友拽着李老的手，声音虚弱：“李老，这电梯好
久装得好哦？我想坐电梯回去看看房子。”“快了，在
弄了，坚持下，今年应该问题不大。”李老回答。

老友住在5楼，上了年纪，腿脚也不再利索，老
房子没有电梯，夫妻俩平日都很少下楼。后来生病
住院，老友就一直盼着能够把电梯装好，再回家看
看。但他就这么走了。

“我们好多老同志都下不了楼。”李老感叹，“如
果把电梯装起来，或许他还能多活两年，起码能开
心起来。”把电梯装起来成了李老心里的一个结。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一些住户就对装电梯有
了呼声，但因为当时的条件而不得不搁置。“那时候
必须要小区住户百分百的同意，结果一些底层住户
存在异议，就没办成。”李老说。

2015年，成都出台了相应的电梯增设政策，但还
是因为部分业主有异议而再次暂停，“只要一个人
有异议，工作就没法做通，就只有放起。”

自学法律看政策成“百事通”
当志愿者挨户做工作

今年8月3日，成都市《关于促进既有住宅自主
增设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出台让李老看
见了曙光。根据该意见规定，“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
梯应当满足本单元、本幢或本小区房屋专有部分占
建筑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且占总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其他业主无异议”。

“也就是说，现在不再需要整个小区开大会同
意，单独一个单元或者一幢房屋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其他三分之一业主未明确表示反对即可申
请本单元或本幢房屋的电梯安装。”李老说，这无疑
是降低了协调的难度。

这次，已经78岁的李老当起了小区电梯加装的
志愿者：到主管部门咨询政策，一一收集业主们的
意见，挨家挨户做工作。为了顺利推进电梯加装和
业主答疑工作，李老收集起厚厚一摞学习“文件”，
政府政策规定、行业实施指南、加装申请流程以及
所涉及的物权、物业的相关法律……

如今，李老已俨然成了加装电梯的“百事通”，
解答业主异议时除了情感的沟通，更有理有据。目
前，小区绝大部分业主已没有异议。

华阳一小区近日加装电梯受阻一事让李老很是
愤慨。“老旧小区装电梯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上下楼
困难，这是个事关大部分人利益的问题，往大了说是
政府的民生工程，小了说也是一个尊老爱老邻里和
谐的事情，但一些住户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了。”

“燃灯寺路9号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互
相理解，这样协调难的问替就不再难了。”四川省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秘书长王江海介绍，目前在电
梯加装工作推进过程中，协调问题仍是一大难点，

“之前的问题主要在涉及的部门多，业主走程序比
较难，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大大简化，不成问题了。”

王江海说，“协调难”又主要表现在高低层业
主之间的不同意见。比如，房屋的增值问题、光线
和噪音问题、房屋安全和今后的使用问题等等。

“但其实电梯的安装对于整个小区都是受益的，
提升的是整个小区的品质。另外在电梯设计和施
工上，其实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光线和噪音的

影响。而对于房屋安全来说，施工前也会有专业
的检测公司参与。”

对于电梯今后的使用问题，王江海补充道，
业主可通过要求电梯加装公司为其购买保险，规
范行业质量。

“解决协调难还是在于业主之间的相互理
解。”王江海说，其实一、二楼住户本来就已经享
受了出行的便利，那么就应当多多考虑高层住户
出行的不便，当然也不能不考虑一、二楼住户的
诉求，在合理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自主讨论相应
的协商方案。“业主自主协商，互相换位思考，相
互理解，异议也自然容易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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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阳锦瑞园小区电梯加装遇阻的同时，位于武侯区的
燃灯寺路9号院则呈现出了不同状态——小区所有业主均对
此表达了支持。这是成都第一个加装电梯、业主同意率达
100%的老小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也在随后走进这
个院落，向读者呈现一个电梯加装的“和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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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协商，换位思考，相互理解
异议自然容易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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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廖晓琴

要好空气也要好腊味

无烟熏制神器
亮相广安

腊肉是年味的重要载体之一，而
在人们的印象里，熏制腊肉时总绕不
开那股油烟味。

随着春节临近，广安岳池县城边
工业园区一处厂房里，每天都有上万
斤腌制肉品在这里经过熏制后运出，
但你看不到任何油烟。12月16日，岳池
县城市综合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今年政府通
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数台“（无烟环
保）腊肉熏制机”，在保证居民享受“腊
味”的同时，又不污染环境。

清晨7点开始排队
每天熏腊肉上万斤

从南（充）广（安）高速岳池站下高
速，前往岳池县城的工业园区途中，不
时会出现“腌腊制品集中熏制点”的指
示牌。集中熏制点，设在工业园区一处
空厂房。这段时间是熏制腊肉的高峰
期，每天有上万斤腊肉从这里运出。

厂房内，靠墙摆放着10台“无烟
熏制机”，每台机器由熏制箱与净化
油烟的机器两个部分组成，可一次性
熏制腊肉500~800斤，平均耗时5小时
左右。

每天早上7点过，便陆续有市民提
着制作好的香肠，腌好的猪耳朵、五花
肉等来到厂房门口排队，等待工人将
其过秤、编号，然后再盯着他们将肉制
品挂进专门的熏制箱，盖上盖子，开始
生火熏制。

熏制箱是密封状态，油烟会通过
专门的排烟管道进入旁边的净化器。
现场负责人廖小建说，无烟熏制模式
就是熏制时让产生的烟尘和油烟进入
净化器，采取三级过滤处理，实现全程

“无烟排放”，熏制过程更方便快捷，更
环保干净。“每天10台机器要熏制上万
斤腊肉。”

采用传统柏树丫保留“腊味”
每斤收费5毛其余政府补贴

12月16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
到，直到下午3点仍有市民提着香肠、
猪耳朵等腌腊制品赶来。

市民陈女士是来取熏制好的香
肠的，“以前都是在街边随便搭个摊
摊找柏树丫来熏，不晓得这个熏得好
不好吃？”

对于居民们最担心的“腊味”，厂
方负责人伍官文告诉记者，工人采用
的熏制材料，仍然是传统原料：柏树
丫、谷糠、木材，并没有添加其他东西，
味道都没得什么变化，“有些人觉得这
样熏制出来的腊肉味道还要好一些。”

伍官文说，公司前几年主要是在
重庆熏制腊肉，今年才到四川开展业
务，除了岳池县，广安城区、武胜都有
公司的无烟熏制机，有些是政府直接
购买机器，有些是公司提供设备和人
员，政府购买公司的服务，为市民熏制
腊肉。

集中熏制的时间，将在2019年1月
30日结束。

“引进这个，主要是为了环保，解
决大气污染问题。”岳池县城市综合管
理局副局长汤恒告诉记者，当初决定
引入“无烟熏制机”时，还特地去外地
考察过，后来在县城设置了一处集中
熏制点，又在县城周边的5个乡镇各设
置了一处。

汤恒说，引入“无烟熏制机”后，居
民只需每斤肉制品交5毛钱，其余的费
用由政府补贴。同时，城管部门会制止
居民在街头随意设点熏制腊肉，以免
污染空气环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部分受访者图）

业主：“邻里关系
和小区的和谐共处是
最重要的，大家在一起
抬头不见低头见，长期
相处都有了感情，就更
应该相互理解。”

背后
的

感情说

业主：“住在低层
的可能确实不需要电
梯，但谁都会老，高层
的住户年纪大了不方
便也很恼火，这样一
想，一开始的不理解后
面也就想通了。”

理解说

解释：“解释工作做
得比较足，为他们讲解清
楚了，也自然就理解了。
人性化才好做工作。”

透明：“最主要是透
明，越透明就越容易得到
信任。”

尊重：虽然只要求三
分之二同意，但只要有一
户不同意或没明确表态，
电梯就不能开始安装。

“因为有可能别人是碍于
情面才不得已没有反对，
但心里并不舒服。须得给
别人充分尊重。”

方式说

燃灯寺路9号院业主一起讨论协商加装电梯事宜

燃灯寺
路9号院
开会推进
电梯加装

燃灯寺路9号院业主签名支持电梯加装

集中熏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