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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试点工作方案》摘编

【基本原则】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遵循“业主主

体、社区主导、政府引导、各方支持、稳步
推广”的原则。
【试点条件】

取得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书》；未列入拆迁征收计划；符合现行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消防和结构等法律法规规定；
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四层及以上（不含地下室）
无电梯非单一产权住宅，经本单元专有部分
占建筑物总面积85%以上的业主且占总户数
85%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订增设电梯协议
的。此外，增设电梯占用业主专有部分
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实施程序】

1、业主同意
经本单元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85%以上的业主且占总户数85%以上的业
主同意并签订增设电梯协议的。此外，增
设电梯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
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2、签订协议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经相关业主

同意后签订增设电梯协议，明确资金概算
及费用筹集方案。协议签订过程需驻街
道办事处司法所见证。

3、进行公示
以上协议和方案由增设电梯房屋所

在社区在拟增设电梯单元楼道口、小区公
示栏等位置公示10天，公示期满，无实名
书面反对意见的，由社区盖章备案。

4、相关审查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设计方案经业主

充分协商、公示认可后，还需要进行施工
图纸审查、相关部门联合审查程序，之后
才能正式开始工程施工。
【资金筹措】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所需建设资金及
运行使用、维护管理资金由实施主体承
担，并按一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具体出
资应由业主自行协商。以下分摊比例系
数仅供参考：第一、二层为0，第三层为1，
第四层为 1.5，第五层 2，第六层 2.5，第七
层3，依此类推。
【政府补助】

2020年6月30日前报送补贴申请资
料的，政府按楼层情况予以补贴，补贴标
准为：4层住宅每部电梯6万元，5层住宅
每部电梯7万元，6层住宅每部电梯16万
元，7层住宅每部电梯18万元，8层及以上
每部电梯20万元。

小西小区建设于 1999 年，一共 2 幢
楼，共10个单元，108户居民。据小区业
主委员会主任刘岚介绍，小区建成之初还
是有物业的，后来逐渐成为弃管小区，变
得脏、乱、差，尤其是院子里的违章建筑
几乎占了小区的一半，居民们散步、停车
都成了难题。2017 年，小区居民自发成
立了业主委员会，由 5 位业主代表组成，
无偿为小区居民服务。被推选为业主委员
会主任的刘岚告诉记者，小西小区的居民
多数是退休干部，经济基础好，素质普遍
较高。她当选主业委员会主任后，组织小
区重建。在涉及到费用均摊的问题上，小
区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双手赞成，非常支持
工作。“像我们重新改造了楼道、楼外围、

停车位，请保安保洁，都需要大家平摊费
用，进行得都很顺利。”刘岚告诉记者，楼
道整洁了，小区里照明灯也亮了，环境也
好了，小区居民都很高兴，但有一件事
儿，却依然是小区居民的心结。

刘岚介绍，20 年前，购买小西小区
的居民多是有点经济实力的中年人。如
今，这些人都已经退休步入老年。“小区
一共7层楼，没有电梯，对于高层居民来
说，上下楼成了他们的心头痛。”家住 3
号楼5楼的丁品玉老人告诉记者，她已经
75岁了，腿脚不如从前，每天上下楼对她
都是个考验，加装电梯是她最大的心愿。

和丁品玉老人一样，加装电梯也是小
区108户居民共同的心愿。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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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记者探访沈阳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

下月末小西小区居民将用上电梯
年龄大、身体差、楼层高……对于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居民来说，加装电梯可

谓众望所归。2019年7月，《沈阳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作方案》出台，位于

沈河区万寿寺街97号的小西小区成为沈阳市住宅加装电梯的首个试点小区。

10月9日上午，记者在小西小区看到，煤、水、电的改迁工作正在小区里有

序进行中，加装电梯的位置也已确定，预计11月末，小区居民就能用上电梯。

10月9日，记者在小西小区3号楼前看
到，黄色的施工车正在作业，几十名工人正
在埋头苦干。刘岚说，这些都是煤、水、电
的施工人员，管线改迁正在火热进行中。
在 2 号楼的单元门旁边，用绿色的围挡挡
成一个方形的空间。围挡里就是已经确定
好的电梯位置。每部电梯从单元的楼道相
通，建成后不会占用居民家的空间，也不会
影响步梯的使用。

在 2 号楼一楼由车库临时改成的“沈
河区小西小区电梯加装项目部”，小区加装
电梯后的效果图十分醒目。11月份说到也
就到了，小西小区居民盼望已久的电梯将
正式运行。丁品玉老人告诉记者，小区现
在的乱和不方便都是暂时的，小区居民都
很理解，也更加期待电梯加装好后的美好
生活。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张晓宁

刘岚告诉记者，小区居民非常关注住
宅加装电梯的新闻，经常从电视报纸上搜
索相关信息。2018 年，小区居民多次把
想加装电梯的心愿向业主委员会表达。刘
岚带着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设计电梯，
并开始向主管部门沈阳市房产局提出申
请。与此同时，沈阳市房产局也在紧锣密
鼓地寻找合适的小区作为住宅加装电梯的
试点。

2019年6月，沈阳市房产局来到小西
小区考察，经过综合考察认定，小西小区
完全符合住宅加装电梯的条件，而且小区居
民意愿强烈，有超过85%的小区居民同意并
愿意签订增设电梯协议。双方一拍即合。

2019年7月，《沈阳市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
小西小区成为沈阳市住宅加装电梯的首个

试点小区，这个消息让小区居民激动不
已。根据《方案》规定，业主委员会代表小
区居民选择了沈阳本土品牌远大电梯。

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孙春芬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小区一共需要加装 10 部电梯，
每部电梯的费用是39.5万元，每部电梯政
府补贴18万元，剩下的由小区居民共同分
摊。根据《方案》规定，一、二楼的居民不用
掏电梯费，三楼以上的居民分摊的费用呈
阶梯状逐层递增。比如本次加装的电梯，
三楼居民分摊10000多元，往上每层楼多
加 6000-7000 元。七楼最多，差不多是
32000 元。刘岚说，小区居民对分摊的费
用都很满意，收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不
仅是电梯的费用，包括电梯的后续保养和
电费，也都分摊给每户居民了，每户每年差
不多是500多元，大家都很认可。”刘岚说。

加装电梯是108户居民的共同心愿

分摊电梯费小区居民都赞成

期待着有电梯的美好生活

SHENYANG DAILY

农民创业：最高可担保贷款15万
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均可申请

沈阳市在促进就业创业
工作方面推出了哪些新举措？

10月9日，本报与市政务
公开办联办的 《民生连线》
栏目邀请市人社局有关人员
做客沈阳网直播室，就近期
下发的《沈阳市创业担保贷
款工作实施细则》《沈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沈
阳市失业保险援企稳岗补贴
资金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
《关于沈阳市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等
文件做以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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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处 王福亮

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与行政执
法中心创业部 刘欣杰

最近出台的《沈阳市创业担保贷款工
作实施细则》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 （不
受户籍限制）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
员、高校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
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人提交创业贷款申请时，要求除
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
5 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
以外，本人及其配偶没有其他贷款。

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自
主创业的，可申请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5
万元。大学生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创
业的，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20万元。合伙

经营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允许
夫妻双方作为合伙人就同一创业项目分别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夫妻双方也可以就不
同创业项目分别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以前，申请人在办理担保贷款手续时
需要分别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担保
机构、银行三个单位办理相关手续。现在
担保、放款都在银行完成，办理流程大大
简化。从申请到放贷，以前需要18个工
作日，现在只需要11个工作日。

区县（市）级平台办理时限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自收到贷款申请及符合条件
的资料之日起，应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
毕并将申请资料移交担保机构；担保机构

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应在5个工作日
内核实反担保措施并签署反担保协议，并
将申请资料移送经办银行；经办银行自收
到申请资料之日起，应在10个工作日内
审核并办理贷款手续。

市级平台办理时限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实时受理，当日审批公示，同时提
交经办银行进行贷款审核，公示结束后，
银行于次日放款。担保方式为抵、质押，
需11个工作日完成审核放款工作。

妇女贷款平台办理流程
个人申请 ▶ 区县（市）妇联汇总报市妇联审核公示 ▶ 在《沈阳市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书》上加盖印鉴 ▶ 经办银行担保核贷

2019年9月，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联合制发了《关于沈阳市失
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沈阳市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
时间、标准及申请条件。●在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上实名

注册；
●以实名注册时间为准，稳定经营

一年以上；
●用实名制截图的方式对其注册

进行认定；
●提交近半年的交易额单据，且为

正常经营状态。

本期嘉宾

王福亮 刘欣杰

相关链接

网络创业者申请担保贷款
要满足四个条件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孙全/文 张文魁/摄 宏坤/制表

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申请
时间

返还
标准

申请
材料

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稳岗返还资金标准按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返
还金额不应超过该企业历史
失业保险缴费金额

填写《沈阳市暂时性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申请表》，一式五份
具有正规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企业生产经营专项审计报告，报告必须有

符合认定条件的准确结论
企业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
稳定就业岗位承诺书

100人以下的企业返还资金不设上限

100人至200人的企业返还资金上限为100万元

200人至1000人的企业，每增加100人，返还资金的
上限递增50万元

1000人以上的企业返还资金的上限为550万元

创业担保贷款流程

个人贷款办理时限简化

个人申请 ▶ 区县（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并公示（公示时间为 3 个工作
日） ▶ 担保机构承诺担保 ▶ 经办银行核贷

市级平台办理流程
个人申请（以项目所在地为准） ▶ 区县（市）人力资源社保障部门审核并公示 ▶
经办银行担保核贷

夫妻双方可就同一创业项目分别申请贷款

首次将农民纳入创业担保贷款对象

个
人
贷
款
所
需
要
件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复员转业退役人员
刑满释放人员
高校毕业生

（毕业五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返乡创业农民工

网络商户

持居民身份证和《就业创业证》
（证件登记为失业状态）

持居民身份证及相关证明材料
持居民身份证及退役相关证明材料
持居民身份证及释放相关证明材料

持居民身份证、毕业证

持居民身份证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
持居民身份证及建档立卡相关材料

持本人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持本人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及相关证明材料

区县（市）级平台办理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