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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装电梯各户咋分摊？郑州市提出两套出资参考系数，楼层越高费用越高

加装电梯六楼出资是三楼的 1.6 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加装电梯(六层)参考出资情况(电梯二楼不停)

六楼

电梯出资参考系数方面的经
是根据住宅面积在该楼层所占
主，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
验，结合本地实际，郑州市相关
的比例出资。如此一来，三层
表达诉求。因加装电梯发生纠
部门提出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01 室的出资金额为 2.89 万元， 纷 的 ，由 业 主 间 自 行 协 商 解
决。协商不成的，街道办事处、
出资参考系数供加装电梯申请
02 室 的 出 资 金 额 为 4.32 万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原房
人参考，但具体分摊金额可由
元。四层 01 室的出资金额为
80m2
120m2
改售房单位等应组织调解，向
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建议主
3.46 万元，02 室的出资金额为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请求调解
5.19 万元。五层 01 室的出资
要分两种情况，一个是电梯不
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依法
金额为 4.04 万元，02 室出资金
在二层停靠、二层住户不出资
组织调解。
额为 6.06 万元。六层 01 室的
的，一个是电梯在二层停靠、二
而涉及政府职能部门业务
出资金额为 4.62 万元，02 室的
层参与出资的。
的，相关部门应当予以技术解
出资金额为 6.92 万元。
上述人士说，参考计算公
释或指导，促使相关业主在平
而电梯在第二层停靠的情
式是“基准层（第三层）承担金
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
况，不同点是总系数内增加了
额=总价÷每层出资系数之
议。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当事
二层的 0.5 的系数，其各层的具
和”，而本层承担金额，都是在
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对
体分摊比例，和上面的计算方
基准层承担金额的基础上，乘
已经依法办理相关施工手续的
法 一 致 。 2 楼 01 室 出 资 1.32
以本层出资系数。而每户出资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相关
万元，02 室出资 1.97 万元；3 楼
金额，则是本层承担金额乘以
业主应当提供必要的施工便
01 室 2.63 万 元 ，02 室 3.95 万
该户面积在本层面积中所占的
利，
不得阻挠、破坏施工。
元；4 楼 01 室 3.16 万元，02 室
具体比例。
电梯不在第二层停靠时， 4.74 万元；5 楼 01 室 3.68 万元，
02 室 5.53 万元；6 楼 01 室 4.21 【问题】
三层的出资参考系数为 1，四
万元，
02 室 6.31 万元。
层 为 1.2，五 层 为 1.4，六 层 为
加装电梯投入使用后 新
1.6，依次递增；电梯在第二层
来入户如何使用电梯
停靠时，三层的出资参考系数 【要求】
仍为 1，二层的为 0.5，四层的
加装电梯存在异议和纠
金水区是老旧小区较多的
为 1.2，五层为 1.4，六层为 1.6， 纷 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调
一个区，在大河报记者采访过
依次递增。出资参考系数不
程中，老旧小区对加装电梯的
解
同，也直接影响到政府补贴金
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电梯一
额的最终分配。
旦加装成功，那么其日常的维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金水
护 、运 行 费 用 应 该 由 谁 来 负
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培训会的
【例子】
责？由于价位相比新建小区要
召开，也意味着金水区既有住
二层停靠、不停靠的系数 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式启动。6 低，老旧小区还存在业主更替
不同，楼层越高费用越高
的情况。有些刚购买二手房的
月 11 日，金水区召开了重点项
业主担心，电梯运行后，自己还
目推进会，也重点提到了电梯
有没有使用权。
金水区加梯办提供了一个
加装工作，并要求既有住宅“应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加装
参考案例。假定既有住宅有 6
装尽装”。金水区目前有较多
电梯投入使用后，电梯后期维
层，加装电梯总价为 50 万元， 的老旧小区，218 个老旧小区
护管理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
每层两户，共计面积 200 平方
楼院正在进行改造，而下一步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请人自行协商确定，并在加装
米，
其中 01 室面积 80 平方米， 加装电梯将成为重点的民生工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电梯协议中予以明确，包括加
02一
室的面积 120 平方米。当
作之一。
郑州市金水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式启动了。
装电梯投入使用后运行维修费
电梯不在第二层停靠时，
基准
金水区加梯办上述人士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在参考外地经验的基础上，郑州市提出了既有住宅加装电
用（电费、保养、维修、更新、管
层（第三层）承担金额约等于
说，在进入联合审查阶段前，各
梯各楼层出资参考系数建议，分为二层出资和二层不出资
理费用）分担方案、电梯运行维
9.62 万元。其中，第三层的费
办事处、社区应发挥好宣传、引
两种情况，但具体分摊金额可由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6
护保养委托方案等。
用总价为 9.62 万元；第四层的
导作用，帮助申请人将前期的
月 12 日上午，金水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培训会召开，加装
针对新来入户问题，金水
费用总价为 9.62 万元乘以系数
相关资料都准备好，遵循“业主
电梯将享受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占到总费用的 25%（市、
区加梯办解释说，
既有住宅加
1.2，为 11.53 万元；第五层的费
自愿、社区引导、保障安全”的
区财政各承担补贴的 50%），且最高 15 万元/台予以补贴。
装电梯前期签订协议中的运行
用总价也是基准层承担金额乘
原则。为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
维护费用（电梯、保养、维修、更
以相应系数，为 13.46 万元；第
梯的第一步，是以栋（单元）为
新、管理费用）分担方案、电梯
六层的费用，计算方式类似，约
单位进行，有加装电梯意向的
运行维护保养委托方案等内容
为 15.39 万元。
业主应首先向所在街道、社区
业主同意，并签订加装电梯协
【建议】
对新来入户有同等约束效力。
每层所需费用总价，一部
了解加装电梯相关政策，明确
每户应分摊多少钱？郑州 议。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 分由政府补贴，一部分则是业 自身所在栋（单元）是否符合加
如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
提出两套电梯出资参考系 还应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 主分摊。政府补贴总额为总费 装电梯要求，经业主协商一致 的，业主应和租户在租房协议
意。而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关
中就加装电梯运营维修费用
用的 25%，为 12.5 万元。由于
后，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
数
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不同楼
等相关责任做出约定。如发
各层系数不同，不同楼层所获
人按照郑州市出台的工作方案
层的费用分摊，另一个是加装
生产权转移的，房屋原所有人
得的补贴也不一样，是“政府补
明确的实施程序开始既有住宅
金水区加梯办相关人士介
电梯往往是高层住户发起的， 贴总费用×（每层所需费用总
应向买受人书面说明加装电
加装电梯工作。
绍，加装电梯应经本栋（单元）
容易遭遇低层住户不同意、不
梯相关事项，加装电梯涉及的
价÷总费用）
”
。楼层越高，
所
高层想装电梯，
低层不配
房屋专有部分占本栋（单元）建
支持甚至反对的问题。
相关权利和义务均转让给买
获得的政府补贴也相应越高。
合怎么办？金水区加梯办介绍
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借鉴上海、广州、厦门、南
受人。
具体到每户分摊金额，则
说，对加装电梯存在异议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
京、杭州等地在既有住宅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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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 生活服务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求职

●招聘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电脑手机
●家教

●财务会计

培训招生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家电维修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 65930584

声明

●河南衣秀堂商贸有限公司遗

●河南世龙工贸有限公司(注册

039341601,开户银行:中国建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世贸
商城支行，账号:41001517010

●河南裕达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050209741,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亦佳百货便利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

初级（师）资格证，编号：

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空调冰箱加氟清洗63288160
●专移修收空调充氟53778919

●姜继民遗失民权义乌市场购
房定金收据壹份，声明作废。

号 4100002007660)营业执照

5W48L73,声明作废。

号 4100002004961）营业执

●张晓莉遗失卫生专业护理学
1607189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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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