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巫颖）

自从广

州推出旧楼加装电梯政策后，老旧小区

住宅加装电梯如火如荼，但仍有不少住

户手握加装电梯规划许可证、依法办理

施工手续，却仍因为小部分业主强烈反

对而一再耽搁加装进程。 近日，记者获

悉，越秀区建设街旧北园社区朱紫寮 1

号之二大楼住户通过社区居民议事厅

商议及司法所介入调解，化解高低层住

房的矛盾，圆了“电梯梦”。

旧楼加装电梯激化住户矛盾

据了解，朱紫寮一号大院之二大楼

高 9 层，是典型的 90 年代房改楼。随着

年龄渐长，不少中高层住户面临上下楼

困难问题， 希望能够为大楼加装电梯，

提高生活质量。 2017 年，3 楼住户、楼长

黄叔牵头与几名热心居民组成加装电

梯筹备小组，积极征集住户同意、申报

住宅增设电梯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等

资料， 于 2018 年 8 月前顺利取得广州

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核发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万事俱备，准备入场施工。孰料，加

装电梯工程却一再受阻搁置。因 4 户底

层住户反对并阻止施工队入场，加装过

程频频受阻暂缓施工。 其中，1 楼住户

刚购入房产，处于装修阶段，反对意见

尤为强烈。旧北园社区居委会得知情况

后马上介入协调。“当时准备开工时，底

层住户坚决反对，高层住户还装了摄像

头防止人为破坏。 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还报了警。 ”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忆。

司法所提供专业意见化解矛盾

见双方矛盾有激化趋向，旧北园社

区居委会积极协调，邀请高低层居民代

表一起或分别来到社区居民议事厅就

加装电梯相关事项进行议事，并邀请社

区驻点律师和街道司法所参与调解，提

供第三方专业意见。旧北园社区居委会

主任冯煦说：“社区议事厅为街坊们提

供一个大家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商量

解决方案的环境。在矛盾激化的时候建

议寻求司法所介入，促进整个议事过程

更加理性、更有效率。 ”

僵持过程中，底层住户一直反对加

装电梯；高层住户则一度想通过司法途

径保证电梯加装。司法所就各种处理方

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向双方进行了提前

预判：底层住户如果坚持阻挠，可能会

被追偿高层住户损失的施工费用；高层

住户如果走法律途径， 也有可能面临

着较为漫长的诉讼过程， 导致超出施

工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在司法所的

耐心解释下， 底层住户开始理解高层

住户特别是长者对电梯的迫切需求，

最后同意加装电梯； 高层住户也理解

电梯在采光、 通风、 噪音等方面会对

低层住户造成的影响， 愿意给出合理

补偿。 在社区议事厅的多次协调会议

后， 双方终于达成了补偿协议。 如今

电梯已顺利完工， 邻里关系也恢复了

往日的和睦。 “换位思考一下， 就容

易解开矛盾。 加装电梯的确是大部分

居民的意愿， 但邻里和睦、 社区和谐

也同样重要。” 冯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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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楼加装电梯，底层住户

反对甚至阻挠施工开展，高层

住户无奈欲走法律途径。 居委

会通过社区居民议事厅为双方提供

沟通交流平台进行议事协商，并引进

街道司法所律师资源提供专业法律

意见， 最终使得双方能够换位思考，

促进加装电梯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这

样的解决方式，你是否赞同？

司法调解促进旧楼电梯加装

朱紫寮1号之二大楼住户通过司法所介入调解圆了“电梯梦”

越秀区站前街

社区资助转灵活就业

补贴4月15日完成

街道政务中心

一周最热业务榜

河涌发臭 原来是污水公司“洗管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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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河涌散发臭味

街坊反映：

番禺区石楼镇市莲

路砺江桥至灵兴工业园路段

（往市

桥方向）

， 现路面出现大量扬尘，影

响通行。

石楼镇运行指挥中心反馈 ：

接

投诉时， 镇城管中队建筑废弃物巡

查小组队员已在现场处理中， 并对

当事人进行教育处理， 要求其安排

人员对路面余泥进行清扫并且安排

洒水进行路面冲洗， 执法队员现场

督促，并将继续跟进。

街坊反映：

大龙街城区大道 101

之 3号到之 5号大排档，市民表示该

处屋后是住宅房屋， 但屋前用作大

排档使用，请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大龙街道办事处反馈：

接案后

联系食安办， 工作人员收悉市民反

映问题后已到大龙街城区大道 101

之 3 号到之 5 号大排档核查， 现场

发现该店铺没有办理排水证及环保

手续， 工作人员现场对该店铺作出

剪线停电处理。

街坊反映：

市桥街番禺广场中银

大厦对出河涌，现河水呈黑色并产生

大量臭气。

市桥街道办事处反馈：

街道经济

科工作人员仪到场处理。为切实提升

辖区内河涌水质，进一步完善污水管

网过流能力，提高污水转输量，目前

番禺区污水公司对市桥街进行“洗管

洗井”工作，故导致河水出现黑臭现

象。 下一步市桥街将协调污水公司加

快完成“洗管洗井”工作。

问题 1：路面扬尘，影

响居民通行

问题 2： 住宅商用，

改成大排档

信息时报记者 韩春华

朱紫寮

1

号之二住户代表就加装电梯事宜召开业主协调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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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议焦点

凡事好商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琴）

上周工

作日，记者走访站前街政务服务中心，

观察到其办理业务内容有：1、 老年人

优待卡、市民社会保障卡服务业务；2、

计划生育服务业务；3、 出租屋租赁合

同备案、居住证业务；4、出租屋税收、

印花税委托优征业务；5、 社会化退休

人员管理、公共集体户口业务；6、劳动

就业、社会保险业务。居民们对窗口工

作人员态度及办理业务速度均表示满

意。

站前街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说：“站前街政务服务窗口业务内容复

杂多样，我们将会提升服务质量、提高

业务水平作为重点，履行职责，全力以

赴做好民生服务工作， 让居民群众获

得归属感。 ”

一、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业务

近一周：560人次 日均：80人次

温馨提醒：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广州市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文件精神，4 月 15 日完成

社区资助转灵活就业补贴， 目前为止

站前街已完成 70 人。

二、 社会化退休人员管理、公

共集体户口业务

近一周：420人次 日均：60人次

温馨提醒： 为配合领取社会保险

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

区退管办的指示，做好 2019 年年审工

作的解答。 对前来窗口办理认证的退

休人员，做到即时办理，不得推诿。

三、出租屋税收、印花税委托

优征业务

近一周：126人次 日均：18人次

温馨提醒：开完税票、发票后，请

及时确认金额与发票抬头， 如有误请

工作人员及时更改。

四、老年人优待卡、市民社会

保障卡服务业务

近一周：105人次 日均：15人次

温馨提醒： 新办理优待卡提前三

个月；升级免费卡提前一个月。

五、计划生育服务业务

近一周：35人次 日均：5人次

六、 出租屋租赁合同备案、居

住证业务

近一周：28人次 日均：4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