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江光影秀将延续精彩
有关部门正研究提升方案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国庆长假期间，黄浦江
光影秀成为上海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据不完全统
计，共有 300多万市民游客在现场观赏，而通过电
视、视频直播观赏的观众更是逾亿人次。

记者昨天从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9月 30

日至 10月 6日， 黄浦江核心区域上演黄浦江光影
秀，每半个小时演绎一次，每晚展演 9场，进一步丰
富市民游客视觉体验。目前，市有关部门正认真研究
黄浦江光影秀的提升方案，未来上海在重大活动、重
要节庆期间，黄浦江光影秀有望延续不夜的精彩。

从“美丽街区”到“诚信街区”，再到如今的“文明行为示范街区”

闵行城区治理从“形态美”到“内核美”

马路不乱穿、餐食不浪费、守序不插队……

上海市的新“七不”规范，被拍成互动创意周
播剧。前不久，在全国地方文明网培训班上，

闵行区两次分享了这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中的创意做法，引起广泛关注。自2015年获
“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称号以来，闵行区
以“德厚闵行·文进万家”为理念，全面着力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
位、群众生活质量，扎扎实实践行“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承诺。

示范街设红榜接受监督
百万市民绣国旗、时空万花筒、梦想演播

室、垃圾分类新时尚……最近，在闵行中庚漫
游城举办的“市民修身嘉年华”，让市民游客
在购物休憩之余，不忘“打卡”参与精彩纷呈
的文明修身项目。 闵行区和梅陇镇正推动中
庚漫游城成为“文明行为示范街区”。

从“美丽街区”到“诚信街区”，再到如今的
“文明行为示范街区”，闵行对城市精细化治理
的追求从“形态美”一步步深入到“内核美”。

这几年，闵行区充分巩固“五违四必”整
治成果，继“美丽家园”“美丽乡村”建设后，又
举全区之力推进“美丽街区”建设，聚焦市民
群众最关注的街面“6+X”城市管理问题和闵
行城市管理中的短板，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完
成区内 715条道路街面及 25个重点区域“美
丽街区”创建达标工作。

之后， 闵行区又以星宝购物中心及其周
边街区为试点，积极创建精致、诚信、人文、生

态的诚信示范街。示范街定期开展“诚信
经营商户”和“诚信经营模范商户”评选，

经相关职能部门综合评定， 评选出代表
性强、口碑好、群众信服的商户，纳入红
榜名单，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市民监督。

创设好人品牌蓄正能量
9月12日，闵行区举行道德模范“可

爱的闵行人”表彰大会，新一批身边的先
进典型出炉。值得注意的是，全区近20年
来涌现的150多位道德模范也应邀来到
现场，接受纪念章和全场观众的致敬。

据介绍，多年来，闵行区一直致力
于做好道德典型选树关爱弘扬工作，举办“感
动闵行·可爱的闵行人”评选活动、实施关爱道
德典型“健康三年行动计划”、建立道德典型窗
口服务礼遇机制、开展“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推出“最美人物周五见”

先进典型集中采访和报道栏目等，创设好人品
牌，积蓄文明正能量。比如区道德模范“可爱的
闵行人” 评选活动自 2000年启动至今已举办
十届，累计评选出先进个人（集体）158名，产生
了全国道德模范“救火英雄”王海滨、航天工匠
王曙群、全国文明家庭“彩虹妈妈”张灿红、“中
国好人”鲍美利等 14位全国道德典型。

闵行还推陈出新，开创了新媒体应用与道
德养成、文明创建相结合的新路径。在本市发
布新“七不”规范后，针对老百姓特别反感的不
文明行为，制作“文明传习周播剧”，每隔一周
推一部新剧集，吸引观众持续关注。

8条市民修身线路上线
最近， 闵行 8条 “市民修身体验线路”上

线，前往全区 64个修身点“打卡”，了解本土文
化，感受家乡风貌，体验改革开放成果，提高自
身修养。这些修身点位中，包括文化客堂间、修
齐讲堂、邻里中心、24小时城市书房等，都是闵
行近年来打造的公共文化新空间、新载体。

“文化客堂间”通过对村（居）既有公共活动
空间进行改造，开辟村史、乡风民俗、乡情故事
等静态文化展示区域，建立“当家人”模式，有序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客堂间“当家人”最初是居
村委委派的专职干部， 随着人气越来越足，“当
家人”有点分身乏术，一些长期在客堂间排练的
群文团队主动参与客堂间日常管理。如今，梅陇
镇的行西村、 颛桥镇的光明村等十几个文化客
堂间，“当家人”已由群文团队骨干担任。

闵行还推出全民艺术普及项目，依托“闵行
文化云”平台线上秒课功能，向全区市民群众开
放选课。上半年全区有4.5万人次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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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发布《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100问》，将政策和实践经验转化为答案

曹杨新村居民有了加装电梯“宝典”

在曹杨新村街道，这两年来老旧公房加装
电梯的脚步加快，目前已有 6台电梯完成施工
并正式投用。这项民生工程的背后，曹杨加装
电梯指导办公室功不可没。 成立一年的 “加梯
办”采取“街道职能科室指导+社会组织辅助”

的新模式推进居民区加装电梯工程。前不久，加
梯办成立一周年之际，曹杨新村街道发布了《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100问》（俗称“宝典”），将
相关政策和实践经验转化为答案。

流程变得不那么复杂
什么样的房屋可申请加装电梯？根据“宝

典”总结，加装电梯的既有住宅应同时满足四
个条件：符合现行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消防和
结构等规范和标准；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和计

划；所在楼组 90%以上业主同意且无明显反对
意见，涉及占用小区土地或专有部位的，应征
得相关权利业主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建筑间距
控制符合本市旧住房综合改造管理有关规定。

哪些情况会导致老旧住宅无法加装电梯？

楼与楼之间的间距过小或不符合规划规定；楼
组与小区用地界限（红线）距离不满足加装电
梯；小区电容量不足以支撑新增电梯运转等。

意见征询环节也有很多受关注的问题。经
过“宝典”梳理，征询流程变得不那么复杂。第一
步，成立楼组加梯自治小组；第二步，楼组 2/3

意向征询（可选择项）；第三步，设计初步加梯
方案；第四步，楼组业主方案征询；第五步，小
区业主方案征询；第六步，征询结果公示。

资金筹措方案更明确
“宝典”指明，加装电梯资金筹措方案包括

加装电梯建设费、 运行和维护保养费及电梯改
造、大修等资金筹措及分担方案。建设费用大概
包括：电梯单价；380V动力电接入费用；拟加装
电梯部位的基坑施工与电梯井道结构施工费
用；电梯加装前的地质勘察、房屋检测等二类费
用；购买相关资料等实施过程中的预备费用等。

目前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改造资金和运
行维护费用均要由本幢楼业主预先筹集，竣工
验收后方能向政府申请补贴。目前，政府按照
加装电梯施工金额的 40%予以补贴，最高不超
过 24万元/台。费用如何分摊？第一笔费用是前
期的土建设备安装费用， 由有关实施单位、设
计单位评估，根据实际测算出具预算。费用按
楼层高低合理分摊，一般一层不出资，其余楼
层则“受益越多，出资比例越高”，如 5%—15%

—20%逐级累加，总值 100%。第二笔是日常运
营维修维保费用。分摊比例由居民自行协商。

无需进行不动产登记
加装电梯后期维护保养，也是能否真正惠

民的关键因素。“宝典”指出，根据与电梯加装实
施单位签订合同为准， 具体以业主与实施单位
协商确定，目前实际有1—5年不等。

维保期过后，业主该如何维保电梯？申请人
可直接委托有资质的电梯维修保养单位对电梯
进行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保养， 也可委托物业
服务企业对电梯进行运行管理。 费用以物业和
业主签订文件为主，一般情况下，将电梯日常管
理费折合一定金额，纳入小区物业管理。

加装电梯是否要进行不动产登记？“宝典”

明确，加装电梯新增部分，不计入各分户业主的
产权面积，不再办理不动产登记。增设电梯后产
权归谁所有？ 增设的电梯及井道等建筑物或构
筑物，其产权属于该幢房屋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本报记者 栾吟之

■本报记者 黄勇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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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杨）房贷
新政昨天正式生效。中国人民银
行此前宣布，自该日起，新发放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
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
形成。9月 20日， 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了最新 LPR，5

年期以上 LPR为 4.85%。

改革后，房贷利率不再与基
准利率挂钩。央行还明确了“新
老划断”。根据公告，10月 8日前
已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和已签订合同但未发放的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仍按原合同约
定执行。

作为全国房贷利率一直以
来的 “洼地”， 上海市场情况如
何？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上
海当前执行房贷利率初步为首
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相
应期限 LPR减 20基点， 二套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相应期
限 LPR+60基点。据此估算，在上
海购入首套 房 最 低 利 率 为
4.65%，相对基准利率仍有折扣，

与原本 95折利率 4.655%基本相
同，稍有下降。二套房最低利率
为 5.45%，比原本普遍上浮 10%

的利率还高出一些。

知情人士还透露，此次定价
机制改革后，上海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与改革前相比保持基本稳
定，是基于“一城一策，因城施
策”的调控原则，以及当前上海
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 “量稳价
稳”的总体态势，同时也是更好
落实“确保定价基准平稳有序转
换，保持个人房贷利率水平基本
稳定”的改革要求。

就各商业银行具体执行情况来看，国有大行可
能会以接近最低利率执行。而一些股份制银行则表
示，将执行 4.85%的基准利率。银行人士对记者表
示， 新政对银行个人房贷业务没有带来太大影响，

调整后的个人房贷利率没有出现明显上升或下降，

可以说是平稳过渡。

%宝购物中心及周边街区创建诚信示范街。（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