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11月下旬以来，莲花县坊楼镇东边村的枫叶红了，
靓丽的“枫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通讯员 贺治斌摄

◀11月24日，游客在九江市柴桑区城门乡金兰村的百年
古银杏树下拍照赏景。初冬时节，柴桑区城门乡金兰村，一棵
700多年的古银杏在阳光照射下，满树金黄，仿佛身披“黄金
甲”，吸引许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往赏景拍摄。

通讯员 黄光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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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2020年，南昌全市老年人口将达
105万，让他们平安生活、方便出行已
成为一件不容忽视的工作。据不完全
统计，南昌城区至少有500栋旧式居民
楼，由于没有电梯，给很多居住在中高
层的老人带来不便。

在刚召开不久的南昌市“推进
城市更新、建设精品城市”协商会
上，尽快开展老楼加装电梯等适老
化改造成为普遍呼声。

无电梯困扰老年人

上海路住宅区北社区建于上世
纪 80 年代，有 25 栋住宅楼都在 7 层
以下，没有电梯。小区居民中 60 岁
以上老人占了八成。居民胡女士感
叹道，“一旦谁家有老人急病发作，
没有电梯，其他老人又背不动，下不
了楼，肯定会耽误救治的时间。”

记者在南昌市多个老旧小区采访，
不少老人都反映，上下楼问题已成为他
们晚年生活质量好坏的决定因素之
一。有的老人长时间足不出户，无论是
对身体还是对心理都有不良影响。

“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时，能不
能考虑为多层住宅楼加装电梯呢？”
南昌市政协委员童华指出，老旧社
区加装电梯，既是为保障老年人权
益，更时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
精细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低层住户大多反对

据了解，今年 9 月，我省已经出

台了《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
的实施意见》，其中专门明确住宅加
装电梯的办理要求、申请程序、资金
来源等事项。

此前，南昌市已有老旧小区尝
试加装电梯，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11月 28日，在南昌大学一附院
宿舍区一栋 7 层高的住宅楼前，记
者看到电梯井已经架设好，部分运
行设备还堆放在小区单元楼的空地
上。经过 3 年奔波，原本已经协商
好加装电梯，结果因为 2 楼居民反
悔，以“电梯遮挡了阳光”为由投诉
到城管部门，结果被叫停。

此外，南昌大学二附院宿舍区
的住户们也想加装电梯，同样遇到
了阻力，东湖区、南昌大学后勤部、
董家窑街办等部门多次召开过安装
电梯协调会，最终无果。

相比之下，安装成功的案例并
不多。在南昌大学北区家属宿舍区
18栋是一栋 7层高的老式住宅楼，4
个单元北侧入户门旁都加装了电
梯。据了解，这是他们 2016 年自筹
资金请专业公司安装的。谈起为何
能加装成功，楼栋长称：“主要居住
的多是南昌大学退休职工，大家意
见很容易统一，再就是按照‘楼层不
同、分摊有别’解决了经费难题。”

“从目前公司参与的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情况来看，如何让业主们
取得统一意见，是加装电梯必须要
迈过的第一道坎，持反对意见的
80%来自低层住户。”南昌某电梯公
司负责人说：“低层住户反对原因无
外乎噪音困扰、影响采光、日后物业
费上涨等，反对意见有其合理性。”

多种方式值得尝试

“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技术现
在已经很成熟，在南昌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问题。”
南昌某电梯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 7层楼为标准，安装一部
电梯至少需要 45 万元，每个月的运
行费约 100 元，每年维护一次至少
3000元，使用年数越久，维护次数则
会相应增加。以 14 户为基数，顶楼
住户至少需要分摊 8 万元，这不是
一个小数目。如果能从政府层面进
行补贴，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步伐
会加快。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泉州对老
旧住宅加装电梯补贴 70%；上海补
贴40%，最高每台不超过24万元；厦
门明确财政补贴50%。

“老楼旧房加装电梯是刚需，协
商以及一定的经济补偿一般能解决
低层住户的反对意见。”童华从专业
的角度进行分析，解决老旧社区加
装电梯的建设资金，可按照“利益与
负担挂钩”的原则，实行政府引导、
业主决策、市场运作、财政补助，多
渠道筹集建设资本。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条
件的小区先行试点，再逐步改进推
广。”他进一步解释道，政府补助政
策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主要可考虑
三个方面：一是经测算后，由政府
财政确定补贴比例标准，对安装完
工了的电梯验收合格后，给予财政
补贴。二是对于电梯购买可进行
统一集中招标采购，降低购买成
本。三是适当减免税费，降低安装
成本。

此外，还可通过开发商投资、电
梯厂商投资、受益业主付费有偿使
用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加装
电梯工作，探索公司代建居民租用
模式，既可减轻居民一次性出资的
负担，也能够解决电梯在今后的长
期运营和保养维护难题。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11月28日，记者从南昌市了解到，
明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南昌市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若干规定》，发
生危及房屋使用安全等紧急情
况，需要立即进行维修、更新、改
造的可按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

小区业主要如何交存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据介绍，未配置电
梯的商品住宅，业主按照住宅建
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交
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配置
电梯的商品住宅，业主按照住宅
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7%
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住宅
小区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
住宅，业主按照住宅建筑安装工
程每平方米造价的7%交存首期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出售公
有住房的，业主按照房改成本价
的 2%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售房单位从售房款中一次性
提取25%作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据了解，业主大会成立前，商
品住宅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由物业所在地房产主管部门代
管。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由物业所在地房产主管部门负责
管理。

业主大会成立后，决定自行管
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主交存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当按规定进
行划转：业主大会应当委托所在地

一家商业银行作为本物业管理区域
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专户管理银
行并开立专户，专户以物业管理区
域为单位设账，按房屋户门号设分
户账；房产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通
知之日起10日内，通知专户管理银
行将该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交存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划转至
业主大会开立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账户，并将有关账目等移交业主委
员会。

据了解，发生危及房屋使用
安全等紧急情况，需要立即进行
维修、更新、改造的可按规定使用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情况包
括：电梯、水泵故障影响使用的；
消防设施损坏，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出具整改通知书的；外墙墙面
有脱落危险、屋顶或者外墙渗漏
等情况，影响房屋使用和安全，经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证明的。

怎么使用维修资金？物业服
务企业提出使用方案，没有物业
服务企业的，由居民委员会协助
相关业主提出使用方案。使用方
案包括拟维修项目、费用预算、列
支范围等。使用方案经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
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讨论通
过。房产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同意后，
在 1 个工作日内向专户管理银行
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
知。

这几天，早起的人们发现，清晨
总是白茫茫一片，不远处的建筑在
雾中若隐若现。上周五开始，我省
多地出现大雾天气，气温回升较快，
本周最高气温一度升至24℃。

下周就要迎来大雪节气了，天
气却温暖如春，许多人纳闷：怎么还
这么暖和啊？莫非要迎“暖冬”吗？

来搅局的是雾不是霾
11 月 28 日 6 时 15 分，省气象

台 再 次 发 布 了 大 雾 黄 色 预 警 信
号，称目前抚州、鹰潭两市的部分
地区和吉安、九江、宜春、上饶四
市的局部山区已出现能见度小于
500 米的大雾天气，局部能见度小

于 200 米。
监测显示，11 月 23 日起连续 4

天，我省连续出现区域性大雾天
气，部分县（市）出现能见度低于
500 米的大雾，其间局部地区还出
现能见度低于 200 米的浓雾。大雾
持续到上午，随着太阳升高，地面
温度上升，才渐渐消散。

“天这么灰，是雾还是霾？”面对
群众的疑问。气象专家表示，此次
出现的不是霾，是辐射雾。辐射雾
是由于地表辐射冷却作用，使地面
气层水汽凝结而形成的雾，在冬季
和初春等时节较常见，主要出现在
晴朗、微风、近地面、水汽较充沛的
夜间或早晨。

专家解释，出现大雾的原因是因
为上周我省多地出现明显降水，由于

降水刚刚停止，加上天气转晴，空气
湿度大，风小，受夜间辐射降温影响，
所以出现大雾。11 月 28 日，南昌空
气污染指数为89，空气质量为良。

是否“暖冬”暂无定论
下周将迎“大雪”，最冷的季节

将至，然而，我省多地却温暖如春，
这几天赣南局部最高气温达到了
24℃，最低气温也在 10℃以上。上
周一场冷空气带来的降水只是“匆
匆过客”，气温刚下降，就在暖阳的
照耀下迅速升温。

“还以为气温会一路走低，谁想
初冬变得如‘小阳春’一般。”家住新
建区的关女士说，好不容易把薄的
衣物全洗过一遍，谁知气温居高不
下。这是否意味着今年是“暖冬”？

前不久，权威专家对中东赤道
太平洋地区水温进行了分析，根据
资料显示，在今年 7月至 10月间，海
表温度持续偏暖，并超过往期平均
值的 0.7℃，这也意味着影响我国冬
季温暖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概
率接近75%。

不过，有气象专家说，其实从历
年的数据来看，我省初冬气温升高
现象并不稀奇，但是否会迎来“暖
冬”，两者并无必然联系。

专家说，是否会形成“暖
冬”，还要看北方冷气团的活跃程
度。如果冷空气次数少、势力弱，
就容易出现“暖冬”。因此，这个
冬天是不是“暖冬”，还要
看 下 一 步 天 气 趋
势的发展。

“大雪”下周到 为何天气依旧暖如春？
专家：是否会形成“暖冬”还需看北方冷气团的活跃程度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低层住户反对、资金筹措难成拦路虎——

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 难题待解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南昌明年3月起实施
住宅维修金管理新规

“千里客家文化长廊”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11 月 24 日，由赣

州市和福建省龙岩市旅游部门联合发起的
“千里客家文化长廊”全球华文媒体联合采
访活动在龙岩市启动。11月26日，25家境内
外华文媒体组成的采访团来到“客家摇篮”
赣州采访。

此次活动时间为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8
日，共有意大利欧洲华文电视台、澳大利亚首
都双语频道电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频
道、上海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等25家境内外华
文媒体共同参与，采访团分别在福建省龙岩
市的武平、永定、长汀、上杭、连城和我省赣州
市的龙南、大余、会昌、瑞金等地进行体验式
驻点采访拍摄，向世界讲述“客家文化”。

近年来，客家地区与周边经济发达地区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开发客家文化资源成为
客家地区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闽西
龙岩作为“客家祖地”，客家文化积淀深厚、
丰富多彩。赣州被誉为“客家摇篮”，是客家
民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
一。通过此次采访活动，将促进客家地区的
文化交流，进一步推进客家地区的旅游
发展。

九江规定无人牵领犬视为无主犬
本报九江讯 （记者何深宝）11 月 26 日，

九江市发布了《关于城区文明养犬的通告》，
要求养犬单位和个人自觉圈养和拴养犬只，
凡在路面无人牵领的犬一律视为无主犬，对
无主犬、流浪犬予以收容处置。

九江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市农业局共同发布了《关于城区文明养
犬的通告》，要求养犬单位和个人依法履行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定期携带犬只接受
检查和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养犬不得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单
位和个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到医疗机构
诊治，并依法负担医疗费用和有关赔偿费
用。携犬出户应对犬只束牵引带，由完全行
为能力人牵领；不得携犬乘坐除出租车以外
的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出租车须征得出租车
司机同意；不得携犬进入车站、教学区、游乐
场等公共场所；犬只在户外排泄粪便的，携
犬人应当立即清除。

奉新河长制让水质持续向好
本报奉新讯 （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樊

晴）在推进河长制的进程中，奉新县完善机
制建设，实现长效管理。截至今年11月中旬
止，该县清理垃圾 3057.44 吨，关闭排污企业
2家，关闭禁养区生猪养殖场22家，关闭采砂
场 45家，处罚排污企业 26家，全县生态环境
明显改观。

据悉，实施河长制以来，该县从完善机
制建设和实现长效管理入手，按照“谁监管、
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
将河湖管护工作纳入乡镇及县直有关部门
年度重点工作考核内容，对河湖管理混乱、
问题突出以及工作严重不到位的，由“总河
长”实行约谈问责。

该县开展侵占河湖水域及岸线专项整
治行动，强力推进工业企业污染、畜禽养殖
污染、城镇污水、非煤矿山、农村垃圾等专项
整治，拆除了 45 家非法采砂场的吊机、分筛
机等设备。今年以来，该县禁养区内的养殖
场已经全部关闭或搬迁，可养区和限养区内
54家养殖场均已完成整改，全部建成了污水
处理配套设施。该县投入1029万元，开展入
河排污口专项整治，完善了全县 5 个入河排
污口和 23 个企业人工监测排污口设施建
设。同时，投资 7000 多万元，对潦河县城段
10km进行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乐平建成环境监测嗅辨实验室
本报乐平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应清

华）恶臭气体不仅是空气污染的一部分，更是
公众环保投诉的热点，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
投诉源。近年来，乐平市环保局采取各种污
染防治措施，但由于环境监测站原来资质能
力限制，对大气污染准确监控缺乏技术支
撑。针对这一状况，该市环保局新建了我省
环保系统首家采用三点比较式的嗅辨实验
室，即臭袋法、嗅觉仪测试法及其他恶臭测试
方法，提高了该市对大气环境的监管能力。

据介绍，该实验室的建成，属我省环保
系统第一家，将提升乐平市环境监测和监管
能力，推动该市生态文明建设。

电影《山高水更长》在吉水开机
本报吉水讯 （记者李歆 通讯员王薇

薇）11 月 28 日，以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库区吉
水移民搬迁安置为主题的电影《山高水更
长》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吉水县举行。

自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奠基以来，吉
水先后组织开展了移民工作“百日攻坚”等
行动，奋战 440 余天，完成了移民搬迁任务，
规划建设移民新村 100 个，安置移民 2.3 万
人。电影《山高水更长》由吉水县委、县政府
和江西省亚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根据移民搬迁安置中的真人真事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