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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开征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

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住宅加装电梯

拟最高奖补 15 万元/台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易帆）记者从海口市
住建局获悉，即日起至 10 月 7 日，海口
市住建局面向社会公众就 《海口市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及建议。社会公众
可 通 过 电 子 邮 件（zhujianju@haikou.gov.
cn）提交意见，需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以便市住建局进一步联系。公众可拨打
电话 0898-65335180 咨询。
征求意见稿明确，开展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应当坚持
“业主自愿、居民自主、
费用共担、充分协商、公平合理、依法合
规、确保安全、市场运作”和“城镇老旧小
区住宅加装电梯政府扶持”的原则，多方
法推动住宅加装电梯的工作。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申请加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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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有住宅应符合相关条件，须在我市
有合法的房屋权属证明的四层及以上无
电梯住宅等。加装电梯应当经由拟加装
电梯单元业主专有部分总面积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以小区、个别楼幢或单元
为申请单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征求意见稿提出，对纳入老旧小区
改造计划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给予奖
补。奖补比例为不超过加装电梯建设成
本的 50%且不超过 15 万元/台。在加装
电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凭相关手续向
辖区住建部门提出资金支付申请。实施
主体向各区资规局分局提出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规划审批申请，申请材料符合要
求的，经规划部门审查通过并依程序公
示无异议后出具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
批复手续，再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
在提出申请环节中，对加装电梯建
筑工程投资额在 50 万元以下（含）以及电
梯 工 程 项 目 建 筑 面 积 在 1000 ㎡ 以 下
（含），且不超过五层的房屋建筑工程不
需办理施工许可，实施主体向由区住建
部门进行备案后即可建设。
征求意见稿规定，项目完工后，未
经监督检验或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不得
交付使用。电梯使用人要在电梯投入使
用前向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使用登
记，取得使用登记证后方可投入使用，
并做好定期维护维修。
征求意见稿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两座地下人行通道即将投用
将日月广场下沉广场及免税店与国兴北片区串联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党朝峰 实习生 王慧
通讯员 陈太蒋 文/图）28 日上午，记者从
海口市国兴大道地下人行通道项目代建
单位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获
悉，该项目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计划
近期投入使用。
该项目位于海口市大英山片区，是
下穿国兴大道的两座人行通道，总建筑
面积约为 2908.8 平方米。两座人行通道
分别位于国兴大道-大英山西三路交叉
口东侧和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交叉口
西侧，两座人行通道合计全长约
242m，其中西通道长约 115m，东通道
长约 127m。通道通行宽度 5.5m，通行
高度 2.7m。
人行通道南侧与日月广场地下商业
空间 L 层连接，其中东人行通道向北继
续延伸至省政务中心二期停车库。
项目将日月广场下沉广场及免税店
与国兴北片区串联，实现了人行不间断
穿过拥有 12 车道的城市主干道。由于本
工程地处海南省海口市中央大街，装饰
装修方案设计既有现代、开放的特点，
又体现海口的城市风貌和重要的地域特

扫码看视频
地下人行通道出入口。
征。
其中北侧出入口采用双层表皮，内
部采用半透明 U 型玻璃，外部采用框架
式平板玻璃，两层形体穿插，日间可隐
匿于环境，夜间配合灯光效果易于辨
认；南侧出入口结合日月广场设计上人
绿化屋面，延伸广场景观，增加活动场
所的乐趣；通道内装设计呼应海洋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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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地域特征，采用波浪型侧墙元素结合
照明设计，带来新颖的过街体验。
该项目工程设计采用矩形顶管工
艺，属于海口首次使用该工艺。面对现
场场地制约的因素，管节采用预制厂集
中加工生产后运输至施工现场，在工作
井施工期间就可以同步进行管节的预
制，为工期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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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晚，2021 年万宁市国庆假日旅
文产品推介会暨冲浪万宁形象 LOGO 发
布会在万宁兴隆举办。会上推介了多款
国庆假期万宁特色旅游产品，并发布了
万宁市国庆假日旅游线路。全运会史上
首枚冲浪比赛金牌获得者黄莹莹出席冲
浪万宁形象 logo 发布仪式。

据悉，6 月 28 日，万宁市人民政府
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冲浪万宁形象
LOGO 设 计 方 案 。 截 至 7 月 28 日 23:
59，共收到作品 872 件，经过初选、线
上展示投票、专家评审和网络公示，主
办方从 872 件作品中评选出了最佳设计
作品一件，优秀候选作品两件。

2021 海南省企业
百强名单公示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王子遥）9
月 28 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
省企业家协会向社会公示了 2021
海南省企业 100 强、2021 海南省制
造业企业 35 强以及 2021 海南省服
务业企业 50 强名单，如公示期间无
异议，
将正式进行公开发布。
据了解，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
南省企业家协会在海南省政府有关
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经相关部门推
荐，在海南省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
上 ，参 照 国 际 上 通 行 的 做 法 ，以
2020 年企业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
排序出 2021 年度相关名单。此次
名单的公示期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
至 10 月 8 日，如有异议，可通过电
话、传真、邮箱等渠道进行反映。
电 话 ： （0898） 66538930
13158999508
传真：（0898） 66569396
邮箱：907993150@qq.com

2021 海南省前 10 强企业：
●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
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堡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
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
●海口集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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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建筑面积，相关部门不计入容积
率，免收土地增容费，免缴市政基础设
施配套费及其他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属于计划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税
务方面问题，按照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
策办理。
同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产权为该
单元加装方案确定的业主共有，不计入
个人房屋产权面积，不变更原不动产登
记面积。
对于资金安排方面，征求意见稿提
出，各区政府结合本区在年度内预加装
电梯数量及上年加装电梯资金缺口，提
出资金使用计划报财政部门审定，由市
财政局根据资金需求统筹安排。各区当
年加装电梯单列资金出现缺口的，可在
下一年老旧小区改造资金中追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