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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第五批可复制

政策机制清单，供各地学习借鉴。 其中，我市推进燃气等老旧管网统一改造

的做法列入。 做法成效明显，意味着切实有变化、居民有获得感。 那么，我市

是如何推进老旧管网统一改造的？ 为何做法获全国复制推广？ 近日，记者对

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上饶：老旧小区改造经验获住建部推介

本报记者 郑欢

非机动车步行街随意穿行 回应：加大管理力度

本报记者 郑欢

防患于未“燃” 餐饮等行业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本报记者 郑欢

居民为统一改造成效点赞

“ 过去坑坑洼洼的路面变平坦了，蜘

蛛网一样般的线缆全部入地，化粪池也不

堵了，小区住得越来越舒心。 ”在信州区北

门街道江光小区，居民吴阿姨领着记者在

居住了

20

多年的小区内转悠， 对小区的

变化连连称赞。

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江光小区

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 共

53

栋、

242

个

单元，房屋总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常住

人口近万人， 历经四十载的岁月洗礼，道

路坑洼、墙面破损、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

老化严重，软、硬件设施亟待提升。

2020

年

9

月， 该小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 其中排水等老旧管网是改造的大头。 ”信

州区北门街道凤凰社区党委书记潘兰仙

介绍。

“ 小区建设之初没有进行雨污分流，

居民厨房、 卫生间等产生的污水通过排

水管道直接排入水体 ， 日久管道老旧 ，

常常堵塞；小区里面还有不少明沟排水，

蚊虫滋生，不方便也不卫生。 ”潘兰仙说，

想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需要把整个小

区的老旧管网进行改造， 比如规划小区

雨污水管线布局， 实行雨污分流排水机

制，对一些机械接口渗漏、腐蚀脆化严重

的老旧管网进行重新更换等。 由于管网

涉及燃气 、供水 、供电等多个部门 ，为避

免反复开挖等积弊，在这次改造中，住建

部门牵头协调所有相关部门， 实行了老

旧管网统一改造， 最大程度上确保避免

对同一路段反复施工和道路开挖， 减少

改造项目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这一做法

得到了居民的一致点赞。

“ 施工期间没有出现反复开挖的现

象， 效果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

提及改造，居民刘女士竖起了大拇指。 历

时近一年， 高峰时期四五百号人同时作

业，江光小区以基础设施改造为主的改造

工作顺利结束。 如今，下水道不堵了、空中

的杂乱线缆不见了、用水方便了，居民有

着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上饶做法获全国复制推广

据悉， 江光小区仅是我市推进燃气、

供水、排水等城镇老旧管网统一改造做法

的一个缩影。 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负责人

叶群发告诉记者，

2019

年， 我市开始启动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在以往的工作中，收

到不少群众反映，常常出现挖了埋、埋了

再挖的现象，这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 我们就此认真、反复地进行

研讨，最终总结出了一个做法，即是将燃

气、排水、供水等老旧管网进行统一改造，

并且要做到‘ 六同步、一规范’。 ”

叶群发介绍， 老旧管网统一改造，就

是在改造中，将城市燃气、供水、排水等设

施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公示公告，统一施

工作业时间开展实施。 建设单位负责地下

管道的开挖、土方回填，专业经营单位按

照工程技术规范标准和生产安全要求积

极配合安装铺设， 完成改造的管网管线

（ 计量器具前） 等设施设备产权归属专业

经营单位，由其负责运营过程中的维修养

护以及后续的更新改造。 六同步指的是强

电弱电及管沟建设必须同步、雨污分流和

化粪池建设必须同步、老旧小区改造与乱

象整治同步、老旧小区改造与平安智慧小

区和物业管理要同步、老旧小区改造与创

文创卫要同步、老旧小区改造与基层组织

建设要同步，一规范指的是老旧小区道路

边的防盗窗要规范。

“ 前不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结各

地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优化项目组织

实施促开工 、着力服务‘ 一老一小 ’惠民

生、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稳投资、加大排

查和监管力度保安全、完善长效管理促发

展、加强宣传引导聚民心等方面可复制政

策机制，形成了《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

制政策机制清单（ 第五批）》 。 其中，我市推

进燃气等老旧管网统一改造入选。 ”叶群

发说，此前，我市“ 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

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推动专业经营单位参

与” 的做法已于

2020

年入选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 第一批） 。

继续探索更多旧改好模式

“ 老旧小区改造是顺应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民心工程，是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的重要抓手。 改造不是因陋就简、简简单

单地修补， 而是真正实现改造一个成一

个，真正让群众住得舒服、舒心。 ”叶群发

表示，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

接着发展。 改造前，居民担忧能不能达到

理想的效果；改造期间，如何最大程度减

少对居民的影响；改造后，居民担忧改造

完成后的效果能否长久保持。 作为重点民

生工程，我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一直处

在发展探索的过程中。

“ 根据居民的需求来改 ，改造后小区

才能‘ 活’起来。 ”叶群发说，近年来，他们

按照“ 党建引领、基层推动、群众点单、专

业把关”的思路，形成共建共管共享协商

机制。 截至目前，我市共实施改造

357

个

老旧小区，涉及

4676

栋

94292

户居民，建

筑面积

836

余万平方米， 计划到

2025

年

完成

598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接下来，

他们将更加深入了解群众诉求，充分调动

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继续创新，努力探索一条易操作、可复

制、能推广的老旧小区改造好模式，打造

精品小区，形成更多上饶经验，持续增进

民生福祉，全面提升居民幸福感。

11

月

8

日，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为消除燃气安

全隐患，避免燃气事故发生，目前，我市正有序推进全

市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工

作，进一步提升燃气安全保障能力。

“ 近年来，由燃气泄漏引起的爆炸事故在餐饮等行

业用气场所屡有发生。为防患于未‘ 燃’，中央、省、市陆

续出台了相关文件， 要求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使

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据市城管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包括可燃气体

泄漏报警器

+

联动电磁切断阀、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

+

控制器

+

切断阀等设备，是集燃气泄露报警、智能切断

泄露气体等功能于一体的安全报警装置。 当检测到环

境中可燃气体浓度异常时，装置就会发出报警信号，提

醒现场人员采取安全措施，并驱动排风、切断等系统，

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中毒事故，从而保障安全生产。

“ 当前， 我们正对全市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进行逐一排查， 查看其是否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

确认符合标准能正常使用， 同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燃

气使用安全知识、 防范基本技能及应急措施等展开宣

传。” 该工作人员表示， 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一万一

千多家生产经营单位已安装相关报警装置， 并正常使

用， “ 市民可自行购买相关装置设备并安装， 但必须

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对规定期限内未安装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或者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符合安装技术

标准的生产经营单位， 依据市安委会

2022

年

3

号文

件第四条规定， 燃气企业可采取暂停供气措施。 同

时，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未安装可

燃气体报警装置的生产经营单位还可能被处以罚款、

停业整顿等。 请有关单位及时安装符合安全标准的可

燃气体报警装置， 保障生产经营安全， 为公众安全筑

起一道屏障。

改造后的江光小区

市民反映

“步行街，顾名思义，只能步行，怎么还有自行车、

电动车在里面骑行呢？ ”

11

月

7

日上午，市民邱女士

向本报反映称，饶城抗建路步行街经常有市民骑非机

动车穿行，感觉十分危险，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记者跑腿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抗建路步行街看到，尽管街

道各出入口，都有铁栏杆等障碍物对步行区域进行划

分，但仍有少数非机动车主，为了节约路程，图一时方

便，将车子驶入步行街内。“ 劳驾，过一下。 ”在水晶宫

附近，来往的行人很多，只见一名中年女子边骑着电

动车边大声喊道，过往的行人见状纷纷让行。 无独有

偶，此后

5

分钟内，记者还见到了

3

辆非机动车穿行

在人群中，让人看着都觉得惊险。

“ 太不安全了，我都不敢让孩子自己走。 ”在步

行街购物的王女士抱着

3

岁的儿子对记者说，步行

街是体现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很多外地游客

都会来这里逛一逛， 而今这里非机动车随意穿行，

十分影响城市形象，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此类违规行

为的整治。 采访中，市民杨先生对此也表示：“ 步行

街行人往来熙熙攘攘，车子骑进来，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希望大家不要将车子骑入

步行街。 ”

帮办结果

随后，记者将此现象反映给了市城市管理综合

服务中心步行街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 对方表

示 ，他们每天不定时会在步行街巡查 ，如碰到非机

动车随意穿行，会立即上前劝阻并对其进行宣传教

育。“ 接下来，我们会对步行街非机动车问题加大管

理力度。 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为了大家能有一个

更好的休闲环境，请不要骑车进入步行街。 ”该工作

人员说。

非机动车随意穿行在步行街

工作人员对餐饮经营单位进行排查

补 办 身 份 证 需 要 多 长 时 间 ？

“4050”就业困难人员有社保补贴吗？

“归雁计划”对象应符合哪些条件？

三清山大桥维修加固工程何时结束？

������

市民祝先生：我是横峰县人，请问如补办

身份证的话，多久能拿到证件？

横峰县政府：根据《 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二

条规定，公民申请领取 、换领 、补领居民身份

证，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办理。 公

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 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

表》之日起六十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交通不

便的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

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详情请咨询受理身份证

办理业务的派出所。

（ 记者 郑欢 整理）

哪 些 人 可 以 享 受 伤 残 津 贴 ？

������

市民陈先生：我妻子今年满

40

周岁，已登

记失业 ，请问像她这样的 “

4050

”就业困难人

员，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吗？

市人社局： 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对象

为：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在

工业园区就业的

40

岁以上本省劳动力。 就业

困难人员是指我省行政区域内登记失业人员

中符合“

4050

”（ 男年满

50

周岁、女年满

40

周

岁）年龄条件的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 法定劳

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镇

居民家庭）成员、符合相关条件的残疾人、城乡

贫困劳动力、因承包土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的

人员。 如陈先生妻子符合相关条件，可享受社

会保险补贴。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连女士：我是信州区人，在外地教书，

近期想回家乡任教。 我想了解一下，信州区有

无中小学教师“归雁计划”？ 如有的话，应符合

哪些条件？

信州区教体局：目前我区“ 归雁计划”的对

象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信州区教育系统在编

在岗教师的配偶； 在信州区外任教的在编在

岗一线教师。 如不属于我区中小学教师“ 归

雁计划 ”的对象 ，在同一县域内中小学校任

教已累计不少于

5

年，建议可以参加全省教

师招聘考试，报考符合条件的信州区中小学

校岗位。 如仍有疑问，请致电局人事科

0793-

8221354

详询。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蔡先生：请问饶城三清山大桥维修加

固工程什么时候结束？ 改造施工期间，有何交

通限制条件？

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经对三清山大

桥、槠溪桥检测，发现各种病害，为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对三清山大桥、

槠溪桥进行维修加固。桥梁维修加固时间预计

至

12

月

5

日。 改造施工期间， 所有车辆限速

20

公里

/

小时，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减速并有

序通行，确保交通安全。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和支持。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陈先生：请问哪些人可以享受伤残津

贴？

市人社局：伤残津贴是对因工致残而退出

工作岗位的工伤职工工资收入损失的合理补

偿。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可享受伤残津

贴的工伤职工有两类：一是职工因工致残被

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 保留劳动关系 ，

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包含伤残津贴在内的相

关待遇； 二是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 、

六级伤残的， 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

给伤残津贴。

（ 记者 郑欢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