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老龄化社会来
临， 老年人对电梯的需求
日益增强， 既有多层小区
加装电梯也成了众多市民
的需求之一。12月20日，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科大佳园南苑小区内， 十多台
加装电梯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据了解，在该小区里
目前已经建成、在建电梯40多台。该小区的成功之处在哪
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借鉴推广，12月20日，三湘都市报全
媒体记者就此进行了解走访。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

全媒体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王欣玥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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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岭 街
道科大佳园
南苑小区梧
桐苑1栋，
两台加装
电梯同时
在进行 施
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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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加装40台电梯，哪个小区这么牛
长沙市科大佳园小区跑出“加速度”：政策红利助推电梯加装，每台还能补贴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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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一脑赋能，数惠全城。12月20
日下午，在“长沙城市超级大
脑1.0” 成果发布会上，《长沙
城市超级大脑发展白皮书V1.
0》 正式发布，“长沙城市超级
大脑1.0”正式上线。

“超级大脑” 赋能城市治
理和市民生活

腾讯云Wecity数据平台
作为长沙超脑数据中台的核
心数据底座，提供数据支撑能
力和统一运营能力，在数字治
理、数字惠民、数字抗疫等领
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目
前，长沙“一脑赋能、数惠全
城”的智慧城市运行格局已初
步形成。

在政务、党建方面，依托
“超级大脑”，长沙市“互联网+
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实现
300余件高频政务服务“一件
事”在全市范围内跨域跨层通
办；“我的长沙”城市移动综合
服务平台高效便捷服务全市
半数以上常住人口；“智慧党
建”覆盖全市所有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打造了“指尖党建服
务大厅”。

在市民生活方面，“智慧
医疗” 接入全市251家医疗机
构，通过“码上挂号、码上缴
费、码上看报告”，有效提升市
民就医体验；智慧应急管理五
级联动、敏捷反应，实现规范
化、常态化；“智慧文旅”加快
实现一部手机游长沙、 品长
沙、享长沙。

腾讯副总裁马斌介绍，截
至目前，100多家长沙本地企
业进入腾讯生态体系，腾讯及
腾讯智慧产业生态在长沙办

公员工突破 1850人， 预计
2022年将超过2000人。

打造会思考、善感知、
可进化的“大脑”

“长沙城市超级大脑”是
腾讯“WeCity未来城市”首个
落地项目。2019年4月， 长沙
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
造 长 沙 智 慧 城 市 能 力 核
心———“长沙城市超级大脑”。
经过近三年的建设，“长沙城
市超级大脑” 初步建成运行，
向全市发布智能中枢能力清
单187项， 联通全市各级政务
部门信息系统356个、 汇聚各
领域数据137亿多条。

“‘长沙城市超级大脑’将
成为会思考、善感知、可进化
的‘最强大脑’。”长沙市数据
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武表示，“长沙城市超级大脑
1.0”以“数据大脑平台”为主
线，涵盖三中台（数据中台、应
用中台、AI中台）、二赋能平台
（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数据开
放平台）和三体系（数据资源
管理体系、 标准规范体系、安
全管理体系）， 充分利用腾讯
核心技术和长沙现有信息化
建设基础，可支撑全市各级各
部门数据需求，累计共享交换
数据44.7亿条。

长沙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夏建平表示，下一步，长沙
将全力推动“超级大脑”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实
现“一脑览全城、治全城”，为
广大市民和市场主体创造无
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
全新体验，推动长沙数字经济
挺进全国第一梯队。

■全媒体记者 胡锐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从
开福区住建局了解到，自2020年
以来，开福区共开工建设增设电
梯项目400个。2020年8月4日，开
福区在科大佳园南苑发放了全
市第一笔电梯补助。

“虽然建设增设了400台电
梯，但补贴发放量才30台，大部
分电梯项目完工投入使用后，没
有及时组织验收，申请补贴。”开
福区住建局质安站负责人黄毅
胜介绍，这些没有发放补贴的电
梯，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电梯服
务企业，对申请验收和补贴所需
的资料、流程不清楚，从而延长
了申报时间；还有一方面，是因
为部分电梯服务企业与业主存
在合同纠纷， 有意拖延申报进
度。

“为加快推进加装电梯事
项，开福区成立了既有多层住宅
增设电梯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
增设电梯工作机构。同时，设立
了一站式办理服务窗口，受理成
功后上门服务。” 黄毅胜说，“下
一步，区住建局将督促业主和电
梯服务企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申请电梯补贴。 对拖延竣工验
收、申请补贴进程的电梯服务企
业进行制约，限制其在区内的电
梯业务数量。”

此外，开福区住建局还将尽
快规范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增设
电梯使用管理服务的指导价格，
明确社区有偿代管、第三方机构
有偿提供电梯使用管理服务的
操作细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探
索明确增设电梯五方通话的解
决方案，增设电梯应急救援的实
施方法。

“今年已经是我们使用加装
电梯的第二个年头了，真的为我
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啊。本来都准
备要搬家了， 现在有了电梯，就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毕竟在
这里也住了这么久， 有点舍不
得。” 科大佳园梧桐苑3栋一单
元是该小区首个加装电梯的单
元。12月20日，该单元6楼业主、
77岁的王先生如是表示。

2019年该单元开始准备加
电梯装。“这个单元像我这样退
休的老年人不少， 以前就想装，
现在政府又给补贴了，当然要乘
着好政策的东风赶紧把电梯加
装好。”王先生说，他开始牵头组
织单元楼加装电梯事宜。

王先生告诉三湘都市报全
媒体记者， 想要加装电梯快速、
顺利地完成，业主之间达成统一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对电
梯公司来讲，安装电梯工序三四

个月就可以完成，之所以现在有
很多小区的加装工程进展缓慢，
问题还是出现在业主， 每个人的
想法不一样，很难达成统一。所以
需要大家统一思想，服从大局。”

“我们也经过多轮的协商，
最后才达成业主意见统一，形成
了‘按台阶级数’的集资方法，就
是以所有的台阶级数为总基数，
再按照到每户的台阶数来进行
比例换算。”王先生说，他们的电
梯2020年6月完工，8月份正式
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后马上就
收到了政府补贴的10万元补助
金。 这个电梯也成为开福区首
个、长沙市首批收到政府电梯补
助金的项目。”

“我们单元的电梯建好后，
也成为了小区里的样板，大家都
来借鉴经验。” 王先生说，“电梯
现在一个月电费才几十块钱，平
均到每一户还没有十块钱。”

试水 按台阶级数集资，统一业主意见

在长沙市而言，科大佳园梧
桐苑3栋并非第一个开工加装电
梯的小区，但为什么它就能率先
领到10万元的补贴款呢？就此，
负责建设梧桐苑3栋一单元的电
梯公司工作人员周凌敏介绍，在
整个施工过程中他们保留了完
整的影像资料。“包括隐蔽施工
都有拍照留存， 留有影像资料。
这样不仅能确保竣工后顺利通
过验收，也能缩短报批的时间。”

“在这个小区， 我们公司目
前有四五台电梯正在建设中。”周
凌敏告诉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
者，他们公司在科大佳园小区里，
包括建成、 在建和已经签约准备
建设的电梯有40多台。“现在电梯
修建方式大多是新平层入户。通
过连廊的方式， 直接通入到业主
的客厅或阳台等室内。 相当于给
业主增加了几个平方的使用面
积，还多了一个可以出入的门。”

实在 施工方积极报批，率先领到10万补贴

王先生家对面是梧桐苑1
栋，目前正有两个单元的电梯在
进行施工。

“我们这个单元加装电梯的
筹备时间比对面3栋的还要早一
些，但到现在才进入封顶。”1栋二
单元一楼业主颜于平告诉记者，
就是因为业主之间的意见很难达
成统一，所以才拖慢了进度。

“我们楼层最底下有个半层
架空层， 到我们家要上半层楼
梯。我开始是没打算参与电梯加
装的，后来看他们一直没有达成
统一意见，社区也给我们开了好
多的协调会，就干脆加入了进去

表态支持。”颜于平说，以前有些
持有不同意见的业主们，看到我
一楼的住户都主动加入表态了，
也都慢慢接受了协调，达成了意
见统一。“现在电梯终于进入封
顶阶段了，明年应该就能投入使
用了。”

科大佳园社区副主任李泽
林介绍，该小区老年人占比70%
多，既有多层楼房也比较多，“有
124个单元对加装电梯有需求，
目前已经加装了40多台。后期，
社区也会全力配合社区居民，一
起推动加装电梯工程，为大家的
出行做好服务。”

创新 社区介入协调，争取关键少数

制约拖延验收企业
未来还能再快一些

赋能城市治理与市民生活
长沙“城市超级大脑1.0”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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