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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长沙建鸿达现代公
寓漫长、纠结的“换梯”过程，
长沙开福区富雅花园的业主
可以说是更简单、更直接———
因小区目前无物业，所以该小
区业主们自筹电梯款，对电梯
进行更换。

富雅花园建于上个世纪
90年代末，分A、B两栋，每栋
9层，共有96户住户。2015年，
物业便开始将收费标准上调
至1元每平方米，随即引来业
主质疑，不少业主认为物业没
有公开征求大家的意见，属于
私自做主。2016年1月， 物业
黯然撤离。

“该小区物业撤离后，社区
推出了‘1+2+X’模式，即社区、
业主委员会和党员志愿者加上
所有的业主共同参与居民自治
协商， 解决小区各类问题。”富
雅坪社区副主任李召进介绍，
业主们建立起了微信群， 各楼
栋单元又组建了单元微信群。
业主们“群集”到了一起后，开

始商议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想
要将经历了二十载岁月的电梯换
新。

6月7日， 记者在富雅花园B
栋看到， 该栋三个单元内均安装
了新电梯。“电梯要换就要换比以
前好一点的。”住在B栋三单元二
楼的吴天昶说， 他们单元成功更
换了一台17万元的新电梯。“钱都
是业主们自筹的。 我们商议后决
定， 三楼以下的每户出8060元，
三楼以上到九楼的每户出10060
元。做事的不管钱，管钱的人不采
购。就这样，原本‘老大难’的换电
梯问题圆满解决了。”

“小区之所以能‘换梯’成功，
跟邻里的和睦关系分不开。”该小
区业委会负责人易建军说，“像我
们B1栋， 是9楼先垫钱把电梯买
了，然后大家再来谈交钱的事，其
他单元的也是事先商量好后，再
交钱买。”

如今， 该小区B栋的三个单
元业主全部乘坐上了新电梯，A
栋的三个单元也正在筹款当中。

1.发生坠落事故。首先是固
定自己的身体， 避免重心不稳而
造成摔伤。 其次是要紧贴电梯墙
壁，将其作为脊椎的防护，同时将
膝盖弯曲，脚尖踮起，这样更能承
受重击压力。

2.电梯蹾底。电梯蹾底是指
轿厢在控制系统全部失效的情况
下， 会错过首层平层位置而向下
行驶， 直至蹾到底坑的缓冲器上
停止，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可一
旦发生后果会十分严重， 巨大的
惯性很可能会导致乘梯者全身骨
折危及生命。 其实如果电梯在下
降过程中，突然急速下坠，电梯的
安全保护装置会使电梯停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 电梯从开始坠落
到停下的距离与电梯的载重有
关，因此乘坐电梯决不能超载。

3. 被困电梯的自救措施。紧
急停止运行后， 电梯还有好几套
可靠周密的保护装置来保护乘客
的安全， 不必担心它会继续往下
掉。 突然停梯的原因有很多种，在
不知晓原因之前，任何自己设法逃
离的行为都属冒险举动。在刚刚被
困时， 如果电梯内没有报警电话，
可拍门叫喊或用鞋子敲门。 如果
长时间被困， 最安全的做法是保
持镇定，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老小区换“新电梯”两种方式可行
政策：4种表决方式可动用维修资金 流程：先评估，再决定修或换

记者了解到， 去年
11月， 长沙市住建委和
市质监局两部门联合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发挥
物业维修资金在电梯应
急维修和更新改造中支
持作用的通知》中明确，
在电梯更新改造中使用
维修资金， 为解决业主
“双三分之二” 表决难
题， 动用维修资金的表
决方式变为委托表决、
集合表决、默认表决、异
议表决等四种方式。该
通知自2016年12月1日
起实施。

委托表决： 业主将
一定时期内维修资金使
用事项的表决权， 以书

面形式委托给业主委员会
或者业主代表行使；

集合表决： 业主大会
对特定范围内的维修资金
的使用事项， 采取一次性
集合表决通过后， 授权业
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
业分批使用；

默认表决： 业主大会
约定将未参与投票的业主
视为同意维修资金使用事
项， 相应投票权数计入已
投的赞成票；

异议表决： 在维修资
金使用事项中， 持反对意
见的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下且
占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下
的，视为表决通过。

时过境迁，上世纪七十
年代至九十年代建设的老
房子出现种种不适的“更年
期”症状。不仅9层以下楼
房居民想加装电梯，而且不
少高层小区的电梯也逐渐

进入了老旧化时期。电梯停运、夹人等故障问题让业主们担心，更
换新电梯的愿望也越来越强。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沙老旧小区换电梯主要有动用维修资金
和业主自筹两种方式。 而且相关部门也出台文件优化表决规则，
动用维修资金的方式由业主“双三分之二”表决变为约定委托表
决、集合表决、默认表决、异议表决等四种表决方式。

6月7日、8日，记者走访了长沙部分小区，了解业主们为小区
“换新梯”的故事。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明欢

【有物业】 成立业委会，动用维修资金

去年9月，本报曾报道过长
沙建鸿达现代公寓两栋楼房的
6台电梯虽然使用年限仅9年，
但因人员出入频繁， 电梯故障
频发， 大小维修不断。 最严重
时，每栋楼仅一台电梯可用，而
且每台电梯平均运行达20个小
时以上，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住在北栋16楼的雷先生曾
告诉记者，“以前每栋楼至少有
两台电梯可以用， 后来由于前
任物业公司疏于维护， 导致现
在只有一台电梯可用。”

该公寓的业主也曾想过
动用维修资金来更换电梯，但
当时因为上届业委会已经到
期， 新的业委会还未选举出
来；加之公寓大部分业主都将
房屋出租了，想征集业主的签
名有一定难度。所以，该公寓
的业主“换梯”心愿就一直一
拖再拖。为此，该公寓现任物
业方都曾垫资十多万元对电
梯进行维修。

“现在电梯状况基本跟去
年差不多，一栋基本上还是只
有一台电梯在运行，南栋的一

台电梯还经常出现关人现象。”6
月8日上午， 记者再次联系上了
雷先生，他告诉记者，“大家对更
换新电梯的愿望一如既往的强
烈，今年2月业委会也成立了，希
望能尽快更换新电梯。 毕竟，现
在的电梯乘坐起来安全隐患太
大了。”

记者在该公寓南栋看到，原
有的三台电梯仅一台在正常运
行。 一名正在等电梯的女士一边
按着向上的键一边在给楼上的家
人打电话，“你们帮我把电梯按下
来咯， 我在下面按了半天没看它
动啊。”挂完电话后，该女士对记
者解释，“这个电梯有时上去后就
停那了，在1楼按没用，要在轿厢
里按1楼才会下来。我都碰到过几
次了。”

记者随后来到该公寓北栋
电梯间处，该地有两台电梯正常
运行。

雷先生说，“我们现今已经请
了评估机构对电梯做完了安全评
估，目前正在进行电梯报废申报。
希望能尽快批下来， 早日圆大家
的‘换梯’梦。”

【无物业】 小区和睦业主自筹换电梯

长沙市质监局开福
分局特设科科长张健
说：“目前老旧小区换电
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是动用房屋维修金，二
是如果房子没有强制要
求业主缴纳维修金，那
么资金来源就只能靠业
主自筹了。”

“从特种设备管理
方面讲， 换电梯前首先
要对电梯进行安全评
估， 然后再根据评估报
告决定是修还是换。之
后， 再到市质监部门进
行报备。”张健介绍，“从
去年开始， 开福区政府
将连续3年，对使用15年
以上的老旧电梯免费投
保， 并每年还会对一些
老旧电梯、 故障频繁电

梯进行免费评估。 去年有
10台，今年计划22台。”

此外，“电梯安装时要
及时告知市质监部门，安
装过程也会实时监督检
验。安装好可运行后，还要
进行监督检验， 察看设备
是否满足使用标准。”

张健也提醒市民，换
电梯首先要明白两点，“第
一，电梯是业主共置物品，
需要靠大家共同管理，第
二， 由于电梯是业主共有
财产，如果电梯坏了，需要
业主共同出钱维修或换
新。”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
沙市可以做评估的机构
仅湖南省质检院和安卓
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两家。

政策

电梯进行更新改造
4种方式可以动用维修资金

流程

先评估，再决定修或换

监督

电梯出险后应该这么做

发现电梯隐患
可拨打12365投诉举报

除了养成良好的乘坐习惯
外，市民还得做个有心人。

检验合格的电梯， 质监部门
会发放“安全检验合格证”，上面
标明了电梯的维保单位、 维保电
话、检验单位、检验人员以及下次
检验日期。 市民如果发现运行中
的电梯没有张贴“安全检验合格
证”， 或不在规定的检验日期内，
可拨打质监部门热线电话12365
进行举报。

提醒

6月8日，长沙建鸿达现代公寓南栋（左图），原本的3台电梯仅一台能使用，居民迫切希望能早日更换新电
梯。而长沙富雅花园小区B栋一单元内（右图），新换的电梯已经正式开始使用。 记者 丁鹏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