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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7〕102 号 

安政办发〔2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转发安康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维修改造标准及费用测算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康市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

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关于安康市国

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维修改造标准及费用测算指导意

见》已经市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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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维修改造标准及费用测算指导意见 

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康市剥离办 

 

为加快推进我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工作，按照《安康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维修改造标准和费

用测算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国有企业供水、供电、供气（暖）及物业分离移交工作坚持

以维修为主、改造为辅，做到技术合理、经济合算、运行可靠、

使用安全，达到我市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在满足技术标准的前

提下，采用通用型、标准型和高性价比的设备，对国家明令淘汰

的设备予以更换；改造费用测算按照国家、地方、行业相关标准

执行。 

二、供水 

（（（（一一一一））））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    

维修改造内容主要包括从城市供水主管网到用户用水点全

过程的管道、阀门、水表、表井等相关配套设施。 

1.一次供水改造应设置环状管网，设置分区计量表，设置绿

化、消防、控制、计量等表井。 

2.二次供水改造应充分利用市政供水管网压力，在供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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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压力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条件下，撤并改造服务面积小、技

术设备老旧、运行状态较差的二次供水设施；室外供水管道应优

先选用球墨铸铁、PE、钢塑复合管等符合国家规范的优质管材；

供水采用单元进户，并应设置进水总阀。 

3.泵站。合理运用现有泵站供水能力，以建设改造区域泵站

为主，能合并的合并，不能合并的以维修为主，维修改造应满足

正常运行的需要。 

4.增压设施。对设备陈旧达不到使用要求或超过折旧年限

的，应进行设备更换。 

5.楼内供水管线。室内供水管道压力大于 0.6Mpa 时，市政

管网直供一次网部分采用 PPR 材质管材；中、高区二次供水部分

采用钢塑复合管、金属塑料复合管材（如钢丝网骨架）均可以；

供水压力小于等于 0.6Mpa 时采用 PPR 材质管材。 

6.根据水表改造要求，单元进户管分为原位换管和楼梯间改

造两种安装方式，单元进户管宜在立管上安装阀门，阀门一般距

楼地面 300mm，当一楼地面不具备安装阀门条件的楼栋，阀门应

设在室外，并设置阀门井室。 

7.给水管道不得穿越配变电房、电梯机房等遇水会损坏设备

和引发事故的房间，并避免在生产设备上方穿过。 

（（（（二二二二））））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    

1.对住宅建筑实现“一户一表”的原则，达到精确计量、方

便管理的目的，水表选择智能水表,水表安装应考虑其便于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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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维修。 

2.改造后，要达到家属区与企业生产区、办公区彻底剥离，

单独计量，终端服务。原自备井原则上予以填封，但暂未通城市

供水管网的家属区，其自备井供水设备一并交由接收企业维护管

理。 

（（（（三三三三））））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    

一次供水改造费用按供水户表改造设计方案的实际工作量

核算。二次供水楼内外管道、二次设施改造、水表等全部更换费

用为 72 元/平方米。具体单项改造标准：新建泵站，按建筑面积

1200 元/平方米测算；加压保护装置每套为 5 万元左右；每块水

表及安装费用为 580 元左右；维修维护费主要包括管网及设备维

护更新改造费用、二次供水设施清洗费、水质检测费、泵房维护

费等，标准为 22 元/平方米 

未完成分离改造设计的小区，供水维修改造费用暂按：一次

直供用户 7500 元/户测算、二次加压用户 8900 元/户测算，移交

企业和接收单位可协商确定维修改造费用，签订框架协议。具体

费用以设计方案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及综合单价核准为准，其它所

必须费用由接收方和移交方协商确定。    

（（（（四四四四））））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以上涉及的供水维修改造的测算费用主要是以小区供水系

统移交或直接的户表改造接收为主，未充分考虑原国有企业的供

水系统是远离城市的供水范围而自成一体的供水系统，对其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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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主管道的延伸对接的新建费用、较大口径主供水管道的费

用、以及原有制水设施必要的更新改造费用等方面规范不足之

处，由移交双方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协商。 

三、供电 

（（（（一一一一））））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    

包括从公用电网接入点至移交企业居民住户电能表后 10cm

包含 10 千伏线路、开闭所（开关站）、户外环网柜（分接箱）、

配电所、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箱式变、低压线路、电度表及

表箱等。 

（（（（二二二二））））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    

按照《安康市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试行）》（安

规发〔2015〕11 号）进行维修改造。每户建筑面积不足 60 ㎡的，

电气设计的设备容量不低于 4kW，入户导线采用不小于 10mm

2

的铜

芯塑料线；每户建筑面积 60 ㎡（含）-90 ㎡的，电气设计的设备

容量不低于 6kW，入户导线采用不小于 10mm

2

的铜芯塑料线；每户

建筑面积 90 ㎡（含）-150 ㎡的，电气设计的设备容量不低于 8kW，

入户导线采用不小于 10mm

2

的铜芯塑料线；每户建筑面积超过 150

㎡（含）的，电气设计的设备容量不低于 10kW，入户导线采用不

小于的 16mm

2

铜芯塑料线；公建设施、办公用房供电基本容量标

准，原则不低于 40W/㎡。容量高于最低配置容量的新建住宅项目

由建设单位与供电部门双方约定配置标准。  

（（（（三三三三））））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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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家属区电网改造费初步核算户均为 7800 元，改造费用

包含设计、施工、土建、物资、监理等综合费用，具体费用以最

终工程决算及第三方价审为准，其它所必须费用由接收方和移交

方协商确定。 

（（（（四四四四））））其它要求其它要求其它要求其它要求    

1.对住宅建筑按照“一户一表”的原则，分户设表，对家属

区住户实行供电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达到精

确计量、方便管理。 

2.改造后，要达到家属区与生产区、办公区彻底剥离，单独

计量，终端服务。 

四、供热 

（（（（一一一一））））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主要包含换热站、用户一次网支线、

小区庭院二次网、室内采暖系统及并入市政供热管网和日常维护

等项目。 

（（（（二二二二））））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改造建设标准执行国家规范和行业技

术标准要求。 

（（（（三三三三））））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未完成分离改造设计的小区，供热维

修改造费用暂按 15000 元/户测算，移交企业和接收单位可协商

确定维修改造费用，签订框架协议。具体费用以设计方案实际发

生的工程量及综合单价核准为准，其它所必须费用由接收方和移

交方协商确定。    

五、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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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供气维修改造主要包括调压计量站、

天然气管网、阀井（阀室）、调压箱、调压柜、计量仪表及居民

用气设施的改造及新建等。 

（（（（二二二二））））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后按照行业标准达到中心城

区供气平均水平。 

（（（（三三三三））））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居民用户天然气工程安装工料费（含

计量表），按省物价局《关于安康中心城区天然气安装工料费的

批复》陕价价函〔2011〕99 号）和安康市物价局制定下发标准居

民用户 1750 元/户核算，具体费用以最终工程决算为准，其它所

需费用由移交方和接收方双方协商确定。 

六、物业 

（（（（一一一一））））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维修改造范围。。。。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移交前应对物业

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整体修缮，包括外墙、屋面、单

元门、楼梯间外窗、路灯、绿地、道路、文体设施等进行维修改

造。 

（（（（二二二二））））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维修改造标准。。。。交接双方按照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服务三级标准，通过勘查确定维修改造项目和造价标准，确保国

有企业职工家属区房屋基本完好，物业小区道路平整、服务设施

齐全、绿化补植达到小区覆盖效果。 

1.房屋、土地、公共配套用房等应产权明晰，原则上业主不

动产证（房产证）办理完毕。因历史遗留问题或因部分建设手续

不全未进行产权登记的，依据市政府的相关政策补办手续，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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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移交前完成产权登记。 

2.移交小区物业管理资料须齐全，包含房产类型、面积、户

主信息、建筑物及管网图纸等。 

3.原单位住房维修资金必须缴纳，未缴纳的移交前足额缴

纳。遵照以下方式缴纳： 

（1）出售公有住房（房改房）、拆迁安置中实行产权调换的

房屋、危（旧、棚）改回迁房、经济适用住房、单位集资建房等

专项维修资金按照商品住宅的规定执行。 

（2）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凡依法登记权属的车位、车

库等其他非住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参照住宅的标准交存。 

（3）交存的住房维修资金以物业管理区域建档，明细到幢。 

4.家属区维修改造后，由移交方牵头，接收方、市（县）国

资监管部门、市（县）房管部门、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大会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

一起参与检查验收。未维修改造到位的，由移交方限期维修改造。 

5.建筑部分 

（1）移交和接收单位应对移交生活区建筑物进行全面查勘，

对筛选出的危房，特别是有沉降、倾斜现象以及平房、棚户房等，

由产权单位联系有关部门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根据鉴定结果该维

修的须维修，该加固的须加固，并厘清责任。 

（2）小区房屋外观较整洁，无重大缺损现象，外墙墙体、

楼道和公共空间在移交前粉刷一次、楼道扶手油漆一次、楼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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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维修一次。 

（3）超过六年未进行屋顶漏雨修缮的移交前须整体修缮一

次。 

（4）无外墙保温的楼房原则上需增加外墙保温。 

6.排水 

（1）小区内生活污水管网与雨水管网分离。 

（2）雨水污水管道通畅完好，无堵塞，使用正常。建筑物

落水管按距地面距离要求修整完善。 

7.公共设施 

（1）设有 24 小时的门岗值班，路灯、楼道灯等公共照明完

好。 

（2）车位数量改造达标，现有车棚移交前修缮完成（封闭、

不漏雨水、有门）。 

（3）技防监控设施按配备要求到位并运行正常，消防设施

完善（消防栓、桶、灭火器等）。防雷设施完善。无重大安全隐

患。开放式小区楼道口应配有统一防盗门。 

（4）小区垃圾桶果皮箱设置完好，每两个门栋放置一个垃

圾桶，道路岔口放置果皮箱，垃圾清运日产日清，化粪池移交前

抽清一次。 

（5）有公共活动场所，基本满足活动需求。物业管理用房

按建筑面积千分之五比例配置，建筑面积最低不得少于 150 平方

米，间数不少于 2 个自然间，并设有物业宣传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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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区用房配备不低于每百户 30 平方米，符合 3000 户

内一个社区条件的，社区用房建筑面积和室外活动广场分别不得

低于 1000 平方米。 

8.小区环境 

（1）小区内违章建筑须全部拆除。 

（2）楼宇间道路硬化平整，无破损坑洼，窨井盖、道板等

市政设施完好。 

（3）公共绿地、绿化带整修完好，清洁美观，无死株缺株，

无黄土外露，无花坛破损。 

（4）小区公共设施、水池、设备、天台等危险隐患部位须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楼栋号标志清晰。 

（（（（三三三三））））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维修改造费用。。。。物业维修改造费用暂按 11000 元/户

测算，未完成分离改造设计的小区，移交企业和接收单位可协商

确定维修改造费用，签订框架协议。 

七、维修改造费用测算修正原则 

以上费用测算标准为指导性价格，移接交双方可根据移交企

业所处区域及维修改造难易程度等具体情况做适当修正或增减

维修改造项目，具体由接收单位和移交企业共同商定。测算结果

有争议时，由市国资委委托专家组进行认定并出具认定书，移交

和接收单位必须服从认定结果。 

八、其它事项 

（一）移交企业和属地人民政府应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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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保障施工条件。施工过程中，因施工需要破除拆卸的，原则

上只恢复不补偿。 

（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各项手续的办理，相关部门应

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原则上

予以免除。 

（三）“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中所形成的档案资料，整

理指导工作由所在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四）多层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依据市政府相关政策执行。 

（五）物业管理费用收取。未成立业主委员会前，按照《安

康市前期物业收费管理办法》实行政府指导价，业主委员会成立

后按照物业服务收费指导价相关规定并参照小区实际情况约定

物业收费标准。 

（六）移交企业应先签订《分离移交框架协议》，并完成框

算后，按照移交实施方案进行水、电、气、暖、物业设施维修改

造工作。 

（七）移交企业应加强政策宣传，主动做好职工的思想稳定

工作，切实预防和妥善处置由此引发的信访稳定问题。 

（八）其它未尽事宜，由市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领

导小组组织相关单位，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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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