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太政办秘〔2021〕5 号

太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

中长期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

构：

《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中长期实施方案》已经县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太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 日



- 2 -

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中长期

实施方案

为完善城市功能，切实改善民生。依据《安徽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城市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技术导则>（2020

修订版）的通知》（皖建房明电〔2020〕19 号）文件精神要求，

县政府决定在“十四五”时期对全县老旧小区开展综合整治。为

做好此项工作，特制定《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中长期规

划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加快推进城市建设，以改

善民生为核心，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为目标，坚

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业主自治，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属地

负责，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着力解决老旧小区建设标准

不高、设施设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日常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二、主要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完成全县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并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逐步建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

制。争取实现“八个有”，即有物管用房、有公共保洁、有秩序

维护、有停车管理、有设施维保、有绿化养护、有道路保养、有

维修管理。

三、整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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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范围内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老旧小区列入整治范围

1.200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建成交付使用。

2.未列入近五年旧城改造和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

计划。

3.小区土地性质为国有。

4.房屋标准成套（危房、1980 年以前的单体建筑不参与改

造）。

四、基本原则

（一）分类实施，统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治理分为基本型、

完善型和提升性，在改造过程中优先进行基本型改造，结合实施

条件和示范要求实施完善型和提升性。基本型小区整治是将影响

居民生活的渗漏、危楼加固、下水道疏通、道路、消技防设施、

维修、照明、绿化补植、停车场复建、物业管理等作为基本内容，

有条件实施墙体出新、配套体育设施等；提升性小区整治是在满

足基本型改造后，增加节能改造或“适老化”改造内容。

(二)综合整治，标本兼治。注重改造老旧小区的整体环境，

改造水、电、排污等生活配套设施，既要对小区环境进行硬化、

绿化、美化、亮化等，又要注重日常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建立，实

现建管并举、标本兼治。

（三）统一指导，居民参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由县政

府统一指导，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确保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顺利推进。在综合整治和后期物业管理中，突

出居民共同参与，确保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

权”，

五、整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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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基础设施

1.清除违章搭建。小区内搭建的一切违章建筑要在项目施工

前全部拆除，被居民私占用于种菜、养家禽等公共用地在项目实

施前自行恢复原状。

2.修整、翻建小区道路。小区道路达到城市居住区道路建设

规范标准，做到道路畅通，路面平整无坑洼，路牙整齐无缺损，

有条件的小区应符合无障碍通行要求。

3.疏通、翻建地下管网。更换破损窨井盖，清理、整修、补

建化粪池。实施雨污分流，保证排水通畅。

4.改造水、电、气三表出户管网。水、电、气三表未出户的

小区，实行出户管网改造，有条件的小区应铺设天然气管道，确

保水、电、气收费直收到户。

5.修整、规范杆管线设施。完善和规范路灯、供电、供水、

通信、邮政、广电、燃气、消防、杆管线及设施设备，有条件的

小区要做到杆管线下地，条件不具备的小区要统一高度和线路走

向，杜绝乱拉乱接。

6.整治、新建停车设施。新建、改扩建和整修公共非机动车

库（棚），尽量满足小区内居民非机动车停放需求；整顿机动车

库（位）使用秩序，恢复车库停车功能；增设交通标志，划设机

动车停放位置；有条件的小区可改建、补建机动车停车位。

7.更新、规范环卫设施。增设标准化垃圾桶（箱），保障小

区居民生活垃圾倾倒和堆放。

（二）修缮改造房屋

8.整修屋面。在不影响相邻住户采光、房屋结构、抗震设防

要求的前提下，将隔热、防漏功能较差的平顶屋面改造成斜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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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9.整治外观。对破损、陈旧、风化严重的房屋外墙进行防渗、

粉刷处理，达到防漏、美观效果。整修、更换破损落水管道。

10.整治楼道。清理楼道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刷白楼道内

墙，整修楼梯扶手、栏杆、楼道窗，修缮破损台阶，修缮、添置

公共照明、邮政设施。

11.节能改造。有条件的小区或楼栋可进行外墙和屋面保温

改造。

（三）提升环境质量

12.整治绿化。优化绿化布局，拆除占绿、毁绿的违章建筑

物（构筑物），恢复绿化功能，尽可能提升绿化档次。

13.配套休闲设施。维修改造原有休闲场地，配置健身器材

等文体设施，有条件的小区要新建休闲设施。

14.规范文化宣传设施。在小区主要出入口设置小区平面示

意图，方便群众了解小区总体布局；合理配置宣传栏、公示牌等

设施，力求美观整洁。

（四）完善公建配套

15.整治配套用房。对被占用或闲置的公建配套用房进行清

理、清退和调整，恢复原有使用功能。

16.规范设置公共服务设施。根据规范要求，结合小区规模，

补建和完善社区服务、居民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设施。

17.配置物业管理用房。有条件的小区，50%以上业主同意的，

经规划部门审批，采取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按照标准配置

物业管理用房。条件不具备的小区，采取在小区内（或附近）置

换、回购房屋等多种方式配置物业管理用房。新配置的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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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辖区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根据竣工验收报告、《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测绘报告或房屋购置合同到不动产登记部

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产权属辖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所有。经确

权后的物业管理用房专项用于小区开展物业管理需要的办公场

所。

暂时不能配置物业管理用房的也可采取租赁、借用等过渡性

办法。有条件的小区，经规划部门审批，新建的商业配套用房产

权属辖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所有。可以出租经营，但不得销售，

出租经营所得用于补助后期小区管理费用。

（五）改造技防设施

18.实行封闭管理。对尚未实施封闭管理的小区，有条件的

要实施封闭管理，合理确定小区大门的位置和数量，有条件的小

区要设立门卫室、警务室、治安报警点；零星住宅楼尽量并入临

近小区进行统一管理。

19.添置电子防护系统。对规模较大的小区出入口设置视频

安防监控系统，根据小区规模设置视频监控节点、巡查装置、报

警系统。

20.完善楼宇安全系统。修缮、添置单元防盗门。

（六）完善消防设施

21.改善疏通小区原有消防通道和登高车操作场地，保障消

防车辆顺利通行和操作。

22.按规定设置室外消防栓。

23.对原有的已损坏或瘫痪公共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24.按相关标准在楼道、物业用房等公共部位和场所配置消

防器材。



- 7 -

六、资金政策

（一）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投入资金以县政府投资为主，

社会资助、受益小区责任单位合理出资为辅，住户不承担费用。

县财政每年列出专项资金进行老旧小区综合治理，市级以上财政

拿出一定资金进行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完善基础设施、房屋修缮

改造、改造技防设施、完善消防设施等。

（二）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涉及的绿化补偿、占道挖

掘、综合管线迁移、建设项目大配套费等费用予以免除。

（三）发改部门审批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时，按有关标准计

列项目建设管理费。

（四）为加强综合整治后的管理，按照工程概算 2%的标准

单列后期管理费用，建立后期管理奖励资金。

（五）工程施工项目招标时，工程量清单编制的预留资金为

10%。

七、工作步骤

县政府成立综合整治工作领导组织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综合整治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一)调查摸底，拟定计划。县政府制定老旧小区综合治理实

施方案，组织开展对辖区内老旧小区全面排查，并依据排查结果，

按照“十四五”期间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根据上级文件

精神指示，经过摸排制定我县五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规划，编制

分年度综合整治计划，建立项目库。每年 9 月底前向市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下一年度的综合整治计划。由市领

导小组对计划进行审核并确认，作为全市年度计划的编制依据和

考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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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心设计，确定方案。明确项目实施责任单位，由责

任单位，组织制定每个小区的具体整治方案。整治方案应在小区

公示，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后，公示期间居民的建议要及时告知设

计单位，设计单位据此完善初步设计及概算。

（三）组织实施，落实管理。项目整治及设计方案批准后，

责任单位要实施抓紧组织工程招标，确定施工单位。所有老旧小

区整治项目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审批。各整治小区在整

治过程中应同步落实管理方案和长效管理机制。

（四）竣工验收，交付接管。整治项目完成后，相关部门要

组织初步验收，组织相关部门和小区居民对整治项目完成情况进

行考核验收。同时，房地产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社区应牵头组织与

物业服务企业和小区所在地的社区办理验收接管手续。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有序推进。县政府成立由分管副

县长任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领

导小组（见附件 1），负责整治改造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具体负责协调、指导、督查和日常管

理工作。

县政府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督查，并将该项工作纳入各

相关职能部门年终目标任务考核，不能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的，

将进行严格问责。

(二)强化监督管理，确保整治成效。要确保工程质量，老旧

小区整治涉及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反映政府形象。要加强领导，

明确责任，强化监督管理。

1.项目实施单位在资金管理上，要设立整治资金专户，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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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要强化资金使用跟踪监管，确保整治资金用好用实。

2.在项目实施上，要强化现场管理，落实专人负责。实行工

程招标和监理，加强对现场施工队伍监督检查，强化质量意识和

安全意识，确保工程质量。

(三)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在综合整治过程中，要

同步探索老旧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从政策、资金、技术、人员

等方面入手，引导老旧小区采取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促进管理

的良性循环。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利用各种媒体，通过

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重要意义。每个小区的

整治方案都要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大力营

造整治方案群众支持、整治过程群众参与、整治成果共同维护的

良好局面。

（五）简化行政审批，建造绿色走廊。发改、自然资源规划、

住建等部门应当在符合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简化审批手

续，缩短办理时间。参与整治的小区建设 100 平方米以下的物业

用房，免除行政审批手续。

附件：1.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2.太和县老旧小区改造摸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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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太和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胡允凯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李 凌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吴晓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成 员：张振宇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

刘 飞 县财政局局长

张 科 县审计局局长

刘 志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洪保荣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阮传宇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龙建辉 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主任

陈若见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

若见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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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太和县老旧小区改造摸排表

小区名称 地址
建成

时间

户数

（户）

占地面积

（万平方

米）

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

投资估算

（万元）

有主管单

位（√）

实施基

本型改

造（√）

实施

节能

改造

（√）

实施

适老

化改

造（√）

备注

老车站家属

院
人民中路 1998 154 1.8 560 √

2021年改

造

医药局家

属院
镜湖中路 1995 122 1.5 450 √

2021年改

造

原回收公司

家属院
细阳南路 113号 1980 40 0.5 210 √

2021年改

造

五交化家属

院
人民南路 1991 96 1.0 370 √

2021年改

造

建行家属院 人民南路 1996 42 0.5 200 √
2021年改

造

交通局家属

院
细阳北路 1992 68 0.8 320 √

2022年改

造

生资局家属

院
文明路 1993 57 0.67 300 √

2022年改

造

物资局家属

院
太和大道东侧 2000 59 0.68 300 √

2023年改

造

幸福南巷 镜湖西路 1995 145 1.6 640 √
2023年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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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县老旧小区改造摸排表

小区名称 地址
建成

时间

户数

（户）

占地面积

（万平方

米）

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

投资估算

（万元）

有主管单

位（√）

实施基

本型改

造（√）

实施

节能

改造

（√）

实施

适老

化改

造（√）

备注

邮电局家属

院
镜湖西路 366号 2000 120 1.4 560 √

2024年改

造

财政局家属

院
镜湖西路 1997 64 0.64 256 √

2024年改

造

商业新村 人民中路 80号 1996 108 1.2 480 √
2025年改

造

酒厂家属院 舒乐路南 2巷 1991 90 0.54 300 √
2025年改

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