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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buildings

文_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

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有序实施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解决老城区环境品质下降、空间秩序混乱等问
题”。对于城镇旧住宅区综合整治更新，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和房屋维修改造，资金来源是关键。为解决这一主
要问题，国家将从多渠道资金、落实税费减免政策等方面支持改造，并在筹措资金方面要求以增加财政补助、
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扩大债券融资、企业和群众自筹等办法筹集资金。
其中，多渠道融资方式包括：一是发行政府债券、公募基金、信托等金融手段；二是由国家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提供无息、贴息贷款，或引入投资公司；三是采用PPP、合同能源管理等模式；四是通过发行专项彩
票、从现有土地出让金或彩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老旧小区更新基金等方式筹措资金；五是采取加层加面
积、增加小区商业功能以及拆部分老建筑、建新建筑等筹措资金措施。
针对既有居住建筑改造的资金投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因地制宜的资金筹措办法。

多渠道融资方式

发行政府债券、公募
基金、信托等金融手段

国家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提供无息、贴息贷款，或
引入投资公司

通过发行专项彩票、从现有土地出让
金或彩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老
旧小区更新基金等方式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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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PPP、合同能源
管理等模式

采取加层加面积、增加小区商业
功能以及拆部分老建筑、建新建
筑等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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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一）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补助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2012年发布了《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
建〔2012〕148号）和《关于推进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实施意见》（建科〔2012〕55号）
进行宏观指导。
对夏热冬冷地区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补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建筑外门窗节能改造支出；二是建筑
外遮阳系统节能改造支出；三是建筑屋顶及外墙保温节能改造支出；四是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的与
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相关的其他支出。
东、中、西部地区最高补助标准分别为15、20、25元/平方米。
总之，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专项资金主要有：
1.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抗震防灾处：抗震加固资金；
2.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墙体材料革新处：节能专项资金；

上海市旧住房修缮改造工程项目的资金筹措按照
“市财政，区财政，业主”三方筹措的方式开展

3.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公积金。

（二）其余中央专项改造项目的补助情况
如“十二五”时期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抗震加固、光纤入户、缆线入地、无障碍设施改造、海绵
小区、智慧社区等项目提出了要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但实际尚未安排资金。

上海市成套改造项目补贴控制单价为

1200元/平方米
《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对夏热冬冷地区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补助包括四个方面

厨卫综合改造项目补贴控制单价为

500元/平方米
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补贴控制单价为

220元/平方米

二、上海市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建筑外门窗节能改造支出

建筑外遮阳系统节能改造支出

上海市旧住房修缮改造工程项目的资金筹措按照“市财政，区财
政，业主”三方筹措的方式开展，具体比例根据房屋情况、项目类型和
各区县财力状况而有所不同，三类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超出控制单价的
部分由区县自筹资金落实。
上海市成套改造项目补贴控制单价为1200元/平方米，厨卫综合改
造项目补贴控制单价为500元/平方米，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补贴控
制单价为220元/平方米。
对于电表设施的改造，公房、售后公房按照每户市、区各515元标
准给予定额补贴，其余资金由电力公司承担。商品房改造则由市电力公

建筑屋顶及外墙保温节能改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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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的与夏
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相
关的其他支出

司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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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来源
依据整治内容，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分别利用财政投资、售房款、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个人公积
金、责任企业资金和社会投资。

（一）政府财政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
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的项目包括：房屋建筑抗震加固综合改造、节能及热计量改造、无障碍设施、小区
环境整治、绿化、道路、照明设施、空调规整等。其中，无障碍设施改造、既有非节能建筑改造项目由市区两级

给排水管网
改造

财政按照1∶1比例分担；小区环境整治、绿化、道路、照明设施、空调规整等改造费用，由区县负责。
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市政公用设施改造、平改坡等项目。

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

房屋建筑抗震加固综合改造、
节能及热计量改造、无障碍设施、
小区环境整治、绿化、道路、
照明设施、空调规整

供热管线
改造

抗震加固

无障碍设施
节能及
热计量改造

空调规整

燃气管线
改造

配电设施
改造

小区公共部分内的水、电、气、热、通信等线路、
管网和设备改造费用，由相关专业公司和责任
（产权）单位承担，市区两级财政给予定额补贴

给排水管网改造
配电设施改造
燃气管线改造
供热管线改造

（二）责任企业和责任（产权）单位投入资金

环境整治

小区公共部分内的水、电、气、热、通信等线路、管网和设备改造费用，由相关专业公
司和责任（产权）单位承担，市区两级财政给予定额补贴。如：给排水管网改造；配电设施
改造；燃气管线改造；供热管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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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和社会投入资金
房屋建筑本体的水、电、气、热、通信、防水灯附属设施设备、小区雨水收集系统、消防设施改
造、补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安防系统改造费用，按照规定可以使用房改售房款、专项维修基金

案例：松苑小区既有建筑综合改造试点方案

和个人公积金。
普通地下室改造、增设电梯、太阳能技术应用、屋顶绿化等项目所需费用，按规定可以采取单位投

为解决老旧小区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其焕发生机与活力，建议以上海杨浦区松苑小区改
造项目为试点，探索将以往实施的单项改造转变为综合性全面改造的模式和办法。

入、社会募集、合同能源管理、业主自筹等方式解决。

一、改造背景

个人和社会投入资金

房屋建筑本体的水、电、气、热、通信、
防水灯附属设施设备、小区雨水收集系
统、消防设施改造、补建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停车位、安防系统改造

上海杨浦区松苑小区1996年建成，共有7层的住宅建筑10栋，454户居民家庭，建筑面积39907
平方米。目前，住宅房龄已20多年，小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可归纳为“三忧一旧一难”：一忧，建筑
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外挂空调器大多使用近20年，支撑膨胀螺栓锈蚀严重，安全状况堪忧；二忧，
适老性、宜居性差，特别是垂直交通设施缺项，老龄人口上下楼状况堪忧；三忧，各类管网及配套
设施年久失修，停车位严重不足，居民停车状况堪忧；一旧，建筑立面破损，影响小区风貌与街道
形象；一难，作为老旧小区缺乏物业管理，社会管理难度大。在将廉租住房实现了应保尽保，公共
租赁住房扩大至新市民，创新共有产权住房供应之后，类似功能不全的老旧小区，已经成为上海住
房领域实现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
鉴于上海老城区已不能再大拆大建，使用近20年的旧住宅，应探索有机更新的模式。经过多次

非机动车
停车位

雨水收集系统

走访、调研、方案设计，建议松苑小区改造从居民反映最强烈、小区矛盾最突出的难题入手，通过
综合性改造解决安全、适老、停车等三大问题。

消防设施改造

机动车
安防系统

1.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外挂空调器
大多使用近20年，支撑膨胀螺栓锈蚀
严重，安全状况堪忧

安防系统
2.适老性、宜居性差，特别是垂直交通
设施缺项，老龄人口上下楼状况堪忧

3.各类管网及配套设施年久失修，停车
位严重不足，居民停车状况堪忧

四、建议
对于参与更新市政管道设施、修建公共停车场、环境整治、节能改造和抗震加固的项目，可以参考

4.建筑立面破损，影响小区风貌与街道形象

棚户区改造的做法，国家给予政策性金融支持或给予企业一定的减税支持，还可以考虑利用证券化投资
参与老旧小区的有机更新。

5.老旧小区缺乏物业管理，社会管理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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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造思路

三、改造方案

综合改造的主要内容：住宅加层、加梯、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建设立体停车库，水箱供

（一）8#~9#住宅改造

水改变频水泵供水，更新管线，小区道路、绿化等环境改造。通过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补齐短

设计方案：首层，增加混凝土抗震墙，入口改

板，全面解决结构安全、节能改造、外立面更新、居家养老、立体停车、消防设施完善、小区道

造，增加坡道、候梯厅；2~7层，加电梯，外墙、外

路改造、景观优化、雨水回收利用、太阳能光热利用等问题。整体提升居民居住条件和老人宜居

窗节能改造；新增八层，一梯两户，共4户，采用退

养老的环境，使得老旧住宅再获得30年至50年的安全使用期。

台解决加层后的日照间距问题，确保南北住宅间距维

改造方案综合考虑了惠及各楼层尤其是低层居民家庭的利益。在高房价市场条件下，居民通

持改造前标准。外立面采用新型墙体节能材料统一饰

过改造实现房子增值，可以有效地增加家庭资产，据匡算，每平方米住宅改造以后至少增值一万

面。楼顶屋面采用染料敏化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热水

元；同时，综合改造工程改善了小区的居住条件，还解决了日益突出的停车矛盾，立体停车库消

器。

除了汽车对一楼生活的干扰，同时考虑对其优惠停车。

（二）24#~26#住宅改造
立体车库与地下车库相比可更加有效地保证人身和车
辆的安全

设计方案：首层，入口改造，增加坡道、候梯
厅；2~7层，增设电梯、候梯厅；外墙、外窗节能改
造；新增八层，因无日照退界问题，八层平面和2~7
层相同；楼顶屋面采用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水器。

（三）立体车库
通过调阅松苑小区宗地图，核实小区土地归属情
况，为解决立体停车库提供了可能性。
立体车库选址：小区变电站东侧的空地。汽车停
至立体车库后，道路停车压力降低，加装电梯之间可
设置成片绿化。
建设方案：架设于变电站上空及其东侧的空地；
高度约24米；层数：10层；停车数：约200辆（目前
将亭、廊等景观元素融入绿地；置较多的座椅休憩空
间供老年人赏玩休息

小区总停车数184辆）；为保障车辆出入速度，设置东
西两个出入口；为避免大体量车库的压迫感，采用环
保建材“U形玻璃”做车库外围护材料。

（四）绿化改造、透水路面
沿河绿化：将亭、廊等景观元素融入绿地；布置
较多的座椅休憩空间供老年人赏玩休息。
采用集雨水渗、滞、蓄、净、用、排功能于一
体的新型环保产品对路面进行海绵城市改造。技术特
点：透水率高；蓄水容量大，净化水质；承载力高，
耐用耐磨；增湿降温，耐热抗冻；行车安全，吸音降
噪；绿色环保，色彩亮丽、装饰性好；施工速度快。
采用黑色透水路面，设置白色标线；修缮了路面

在高房价市场条件下，居民通过改造实现房子增
值，可以有效地增加家庭资产，据匡算，每平方

采用黑色透水路面，设置白色标线

平整度，雨天无积水，降低环境噪音5分贝~9分贝；
设置发光路沿石，夜间发光，提高人行安全。

米住宅改造以后至少增值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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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刍议

松苑小区改造建议引入保险机制，进
行风险管理，运用市场手段和社会力
量分担改造过程中和以后运营的风险

四、引入保险机制
松苑小区改造建议引入保险机制，进行风险管理，
运用市场手段和社会力量分担改造过程中和以后运营的
风险。

议：

杨浦区松苑小区作为上海市房价较高区域，加层改造
后的增量住房，可产生较高的收益。如通过加层出售（出
租）筹集改造资金，全部用于结构节能加固、加梯、管网

论道

企业与保险公司主要在两个环节上达成保险合作协

五、综合改造（试点）项目投资及利润
测算

更新、建设立体停车库等综合性改造项目和电梯运营维修

（一）对改造全过程实施保险

保养等开支；建设企业利润控制在3%以内，再加上3%管

“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障范围：（1）物质损

理费，两项合计6%。可以考虑以《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办

失，工程项目本身、业主提供的物料、施工用的各种机

法》类似的资金管理方式，对加层改造收益进行管理。

器设备、场地清理费、工地内现成的建筑物；（2）第
三者责任，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诉讼费
用及其他费用。保险期限：按工程期确定。

（二）对改造后的建筑实施长寿命周期
保险
“建筑工程潜在缺陷保险”。落实工程质量责任，

（一）工作机制
业主提出→企业实施→街乡协调→专家预审→ 区级审
批→市府指导→ 政协督办。

（二）改造方案论证、预批（预审）平台

防范和化解工程风险，保证工程质量，保证房屋所有权

上海市建筑学会组织包括规划、建筑、结构、消防和

人的权益。保障范围：负责赔偿修理、加固或重建保险

机电等方面专家综合论证改造试点方案；政府可以指定上

建筑的费用：（1）整体或局部倒塌；（2）地基产生

海市建筑学会代替其进行预批、预审；上海建筑学会指导

超出设计规范允许的不均匀沉降；（3）主体承重结构

并提出《指导手册》，其中包括容积率、土地出让金缴付

部位出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变形、破损、断裂；

方式等内容。

（4）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或其他房间

该综合改造项目作为上海老旧公房改造的升级版，

等防渗漏处理工程发生损坏。保险期限：9至10年（现

是住房供给侧改革的一项新探索，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

行的最长期限）。

向，探索居民不出资条件下，形成包括加梯改造在内的

保险费包含质量保证金，并可以分阶段支付。保险
公司加入以后，还在考虑建设社区运行预警平台，保险
范围、领域，从传统的安全风险扩展到服务风险和管理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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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造资金渠道。试点项目具有推演作用，对于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探索有关容积率、产权等的国家政策及地
方标准，编制修订既有住宅建筑改造标准，形成可推广复
制的市场化改造模式，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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