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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广州、杭州、济南、宁波
等地陆陆续续出台了关于老楼加装电梯的
相关政策和补助措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根据我省前段时间出台的实施意
见，出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政策，明确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的办理要求、申请程序、资金
来源等事项，稳步推进既有住宅电梯加装
工作，为群众办理相关手续提供最大限度
的帮助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
量的需求。

那么，到底我市对于这项实施意见的
态度如何？如果我市支持既有小区加装电
梯，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措施呢？

据悉，九江有望在“加装电梯”上先行
一步。日前，九江市房管局已向九江市政
府报送了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指
导意见，一旦获批，将成为我省首个“加装

电梯”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根据该指
导意见，九江老人有望在 2019年年底，在老
旧居民楼里乘坐由政府补贴安装的电梯上
下楼。

“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 2000年前
后建设的 4层以上高楼，绝大部分都没有安
装电梯。现在居住在这种老旧小区的老人
数量越来越多，许多老人都有加装电梯方
便出行的强烈愿望。”九江市房管局物业监
管科科长钟祥民说，九江制定该项《指导意
见》初衷，就是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需要，
以方便居民特别是残疾人、老年人出行。

根据《指导意见》规定，符合加装电梯
条件的住宅楼，“不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为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清除了审批障碍。

另外，考虑到加装电梯势必增加楼房容
积率，《指导意见》还特别规定，“容积率增加
部分不再征收地价款”，并且免于补缴市政
基础设施配套费、（临时）接电费和居民电力
增容费等其他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指导意见》的最大亮点，是政府将给
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补贴’。有了这笔
补贴，不但能提高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积极
性，还可以最大力度地破解加装电梯可能遇
到的僵局。”钟祥民解释说，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的建设资金筹集主要是“受益业主负担一
部分，财政以奖代补补助一部分。”换句话
说，就是加装电梯的费用除业主承担外，还
将由政府专门划拨资金补贴；而且，这笔“以
奖代补”的专门补贴最高将有10万元/部，既
有住宅楼加装电梯工程投资额的 40%以内，
且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为进一步提升九江城市公交服务条件，改善
乘车条件，推行绿色公交，倡导节能环保，10月31
日，九江公交公司新购的50辆安凯新能源公交车
缓缓驶入城关公交枢纽站，齐刷刷一排新能源公
交车又将为浔城增添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

纯电动公交车全部使用电能行驶，该类产品
噪音小，行驶稳定性高，并且实现零排放。纯电
动公交将凭借其“无污染、零排放”的环保优势，
全面帮助广大市民实现绿色出行。据悉，新增的
50辆公交车为宇通和百路佳新能源公交车，车辆
长度为 10.5米，车型为自动挡，将更换部分城市
老旧公交。对乘客而言，纯电动公交车为乘客带
来的是地铁般舒适的感受;对环境而言，纯电动公
交车环保节能，真正做到了零排放，有利于环境
保护。

据了解，九江公交2018年共购买100辆新能
源纯电动城市客车，这批 50辆分别投放 23路(8
辆)、15路（10辆）、102路（5辆）、11路（7辆）、63路
(12辆)、67路（8辆），分别是车长10.5米的百路佳
和宇通客车，一辆客车可容纳70余人。

九江公交集团公司技术机务处处长李健洪
说：“此次纯电动车与传统公交最大的不同就是
取代柴油发动机，使用电能作为动力，乘客乘坐
的舒适度相比传统公交有所提升。”纯电动汽车
使用电能，在行驶中实现零排放，更加环保、安
静、舒适、经济；纯电动公交车比传统动力公交车
的直接动力成本更低；省去了传统车辆的部分组
件，结构简单，司机操作简单，行驶途中机械噪声
小、故障率低。据了解，2017年九江市购置的 60
辆纯电动公交车经过了一寒一暑的考验，基本没
有维修，营运正常。

不仅如此，纯电动车充电同样便捷，充电一晚
可以行驶一天，并且可在用电低峰时进行汽车充
电，可以平抑电网的峰谷差，使发电设备得到充分
利用。

（记者 周慧超）1

本报记者 吴凤思 文/摄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爬楼对
于高楼层的住户尤其是老年人
渐渐成为体力与耐力的双重考
验，许多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更
是望“楼”却步，而如今有一项政
策可以允许并资助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你会装吗？

近日，江西省出台《关于加
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
见》，其中提出，我省将出台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政策，明确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的办理要求、申请程
序、资金来源等事项。这意味
着，全省范围内的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都将有政策依据。

九江市民对于这项政策的
态度又是如何呢？我市在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方面的相关政
策如何？会碰到哪些阻碍？长
江周刊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老楼装电梯 政府给补贴

九江市国资委面向全市公开招聘投资运营公司财务总监

因工作需要，九江市国资委委托九江市人才市场面向全市公开招聘市
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财务总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详细信息请登录九江人才网查看（网址：www.jjtl.com.cn）
报名咨询电话：8211506（九江国资委）
考试咨询电话：8576818、8566077（九江人才市场）

一、 招聘计划及岗位
财务总监 2名。
二、招聘条件

1、性别不限，其中男性报考年龄为
54周岁及以下（1963 年 12 月 31 日以后
出生），女性报考年龄为 49 周岁及以下
（1968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出生。女性为
高级会计师职称的年龄放宽到 54 周岁
及以下）。

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会计
工作十五年以上的，可以放宽到大专学
历），财会或审计专业。

3、取得会计师及以上职称或注册会
计师资格。

其它条件详见九江人才网（网址：
www.jjtil.com.cn）。

三、招聘程序及办法
招聘程序按现场报名、资格审查、笔

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
进行。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1月
12日16:00止。

2、报名地点：九江市国资委考核评
价科（九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人大楼二楼
C220室）。

3、笔试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上
午 9:00-11:30，笔试内容为高级财会知
识，开卷考试。笔试地点详见《笔试准考
证》。

4、面试时间：2018年 11月 24日，具
体时间和地点详见准考证。

5、体检时间：2018年11月27日

九江已有两小区先行一步

随着社会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凸显，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需求越来越大，众多九
江市民对此充满期待。

龙鑫花园小区是最早一批着手推动这
项事情的老小区，但也却是其中最棘手的
小区之一。今年 70余岁的杨老先生早在一
年前就开始大力推动这件事情。“我家就住
在 7楼，当时买的时候，是看中了这个小区
顶楼的复式结构。但现在年纪大了，这个
上楼问题就很头疼。”杨老先生说，“我早在
一年前就关注了这方面的新闻，看到了上
海、杭州等地陆续有地方都在加装了，现在
老龄化社会，社会应该多为老人们考虑，上
海可以变，九江应该也可以！”

其实，早在 2017年，江西省政府办公厅
就下发了《关于做好我省老年人权益保障
和照顾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第 11条

就有关于电梯改造的内容：通过政府补贴、
产业引导、业主众筹等方式，推进居住区公
共出入口、走道、楼梯、电梯候梯厅及轿厢
等设施和部位的无障碍改造，优先安排贫
困、高龄、失能老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
造，优先开展老年人居住比例高的多层老
旧住宅加装电梯。

半年前，杨老先生就已经把消防、建
设、电梯公司、物业等各个环节都打通了，
并做好了财务预算，制定了合理的资金筹
措方案。加装一部电梯预计需要 29万元，
杨先生愿意承担六成以上的费用，其他住
户基本已经签字同意，但是一、二层的住户
担心加装电梯会影响家中采光而迟迟未在
征求意见书上签字。

长江周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确
实有少数住在低层的市民对加装电梯有些

不配合，“当初我们买低楼层就是考虑到爬
楼难的问题。如果装上电梯，我们用得也
不多。但后面电梯的维护及相关费用，也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家住二楼的张先
生如是说。

根据《实施意见》要求，我省将积极推
动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制定电梯安全责任
保险实施细则，探索“保险+科技+服务”新
模式，依法依规完善电梯安全风险、事故预
防管理制度和电梯事故保险应急预付、赔
付机制。

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九江市已经有海
关宿舍、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等老旧小区成
功加装了电梯。去年，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
自筹资金已经安装了三部电梯，每部占地不
到 10平方米。今年，这个小区北区和南区
还有6栋房屋正在筹备加装电梯的事宜。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众多人很期待

如何申请费用报销，成为关注焦点2

50辆纯电动公交
助力九江市民出行

10月 31日上午，九江经开区滨兴街道向湖
社区工作人员邀请滨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志愿者，在辖区幼儿园内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
卫生城”系列活动。因为宣传对象是幼儿，志愿
者们借助游戏方式，让小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参与创卫知识的学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志
愿者们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交流，耐心解答孩子们
提出的问题。活动过程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还结合日常生活，倡议孩子们养成勤俭节
约、爱护环境卫生的习惯，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
痰，不损坏花草树木，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我不会再乱丢垃圾了，还要劝告别人也不
乱丢垃圾，因为社区就是我们的家。”幼儿园大班
的钟安欣说道。通过此次活动，一双双文明的小
手拉起了家庭、社区的大手，使幼儿园、家庭、社
区都形成一种讲卫生、爱整洁、保护环境的氛围，
在幼儿园小朋友们争做卫生之星，在家里人人当
好宣传员，小手拉大手，共创卫生城。

（李雪勤 记者 吴凤思）

小手拉大手
滨兴街道“创卫”有招

为保障长江新洲至九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
工程（下称新九二期工程）建设施工，长江九江航
道处出动 5艘大型航标工作船，截止 10月 31日，
用3天时间完成了工程施工期专设航标的设置工
作。

根据“新九二期施工期专用航标设置方案”
要求，九江航道处此次共新设置 17座专用浮标，
撤除航标11座，并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和航道与通
航条件适时优化调整航标 5座次。据悉，新洲至
九江河段为长江“645工程”重要节点工程，位于
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之间，全长约 35公里，河段
内分布有新洲浅区、九江上浅区、九江下浅区。
河段于2011年汛后实施了航道整治一期工程，整
治后航道尺度达到了 4.5m×200m×1050m（水深×
航宽×曲率半径）整治目标。此次，新九二期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有：在新洲水道右岸徐家湾边滩建
设2道丁坝和1道护底带，加高徐家湾边滩已建2
道护滩带；在九江水道鳊鱼滩滩脊上建设一纵一
横2道护滩带；建设新洲水道新洲右缘护岸、九江
水道左岸蔡家渡护岸等。工程施工期为36个月，
总概算4.8亿元。

（张建维、黄爱民）

图为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安装的电梯。

九江航道处
护航航道整治工程

11月1日，岷山乡举行建档立卡贫困户动态
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推进精准扶
贫工作。

岷山乡要求各村必需高度重视确保动态管理
（脱贫退出、新识别、自然增减）程序到位真实可
信，群众知晓；信息采集真实准确、不能出现逻辑
错误。今后进一步完善村级档案、一户一档、贫困
户家庭档案、贫困户登记证、明白卡等资料，做好
五类档外人员摸排工作，完善2018年扶贫六大台
账，加快扶贫项目报账进度，最后做好2019、2020
年扶贫项目申报工作。

岷山乡纪委将加强监督，督促乡村干部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各项扶贫工作。

（黄靓）

建档立卡 动态管理
岷山乡深入推进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