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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增7000个地下停车位
地景大道将建二期，起始位置从包头路到泰山路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杨
林 实习生 刘怡) 四方小
学将建地下通道、龙山商业街
下月启动地下停车场建设、地
景大道明年将建二期，青岛今
年要重点建设海伦广场、香港
西路1号、四方小学等人防停
车场项目，全市的人防停车位
总数已达到4万余个，今年将
新增7000余个地下停车位。

1日，记者从青岛市人防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青岛
将利用新建防空地下室解决
停车难问题，努力为社会提
供7 0 0 0个地下停车位，特别

是已列入政府实事的海伦广
场、香港西路1号、四方小学
等人防停车场项目。疏散基
地的规划建设上，将推进黄
岛区铁山疏散基地前期规
划、立项；各区、市至少建设1

个疏散基地，并分别至少建
设15个、10个疏散点。

去年，青岛市社会投资
修建的人防工程项目进展顺
利，竣工后可再提供约2 . 5万
个停车位。由青岛市人防办
投资2 . 7亿元自行建设的海
伦广场、香港西路1号等单建
式人防工程稳步推进，竣工

后可提供停车位520余个。
根据规划，青岛市还将

改造龙山地下商业街，在不
影响目前商铺经营的情况
下，改造出100余个停车位，
预计下个月将启动招标；四
方小学人防工程建设除了提
供190余个车位外，还使用地
下过街通道，将小学位于公
路两侧的主校区和操场相连
接。此外，明年还将启动地景
大道二期工程建设，地下工
程的起始位置是包头路至泰
山路。

根据规划，威海路的地

下也将于明年启动人防工程
建设，“地下两层的工程，首
要的是人防保障，其次是和
平时期的商业、交通、民生功
能。”青岛市人防办工程处负
责人介绍，威海路的地下人
防工程共有两层，总面积5万
平方米。将在人防工程中开
辟出8至13条地下通道，并且
24小时开放，夜间亮灯，方便
市民逛街过马路。除了规划
一部分商铺外，其它空间将
用来建设地下停车场，为购
物和居住在周边的居民提供
部分停车位。

中山公园东侧的香港西路人防停车场项目效果图。

64栋居民楼要穿“保暖衣”

错埠岭一小区综合整治二期启动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厉鹏 记者 蓝娜娜) 1日，
错埠岭一小区综合整治二期
工程施工正式启动，将集中对
小区内的64栋楼体进行外墙
面保温、粉饰，建筑面积共约
18 . 8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200

户。
据了解，此次改造区域为

哈尔滨路、东莞路、南京路、佳
木斯二路围合区域，建筑面积
共约18 . 8万平方米，涉及居民
3200户，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
二期整治工作。

在二期综合整治中，将主
要对小区内64栋楼体进行外
墙面保温、粉饰，待楼体外墙
面保温层铺装完成后，可增强
楼体的保温效果，降低室内冬
季取暖的能源消耗，达到冬暖
夏凉，低碳节能的效果。同时，
开展屋面保温工程，改造外门
窗和单元门，将阳台原有的
钢、木封闭窗和公共楼梯部位

的窗洞花格进行拆除，改换成
中空玻璃塑钢窗，对公共楼梯
部位内墙进行涂料粉刷，将原
有单元门全部拆除，重新安置
电子对讲系统的单元门。此
外，按青岛市政府统一要求，
对楼体外墙刷上乳胶漆。

目前，错埠岭一小区一期
工程综合性基础设施整治已
全部完成。拆除了9600多平方
米的违法建筑，翻建了1 . 1万
平方米的小区道路，铺设了5

万平方米人行道，打造了2 . 2

万平方米的园林绿化景观。同
时，新增350处停车泊位，安装
280个照明路灯，增加50多个
体育活动器材设施。

据悉，今年市北区还将对
瑞昌路72号、洛阳路41号、禹
城路、商河路、东昌路、南昌路
120号等30处老旧楼院和18栋
老旧楼房进行整治，主要进行
拆违、道路铺装、绿化提升改
造等工作。

青岛二手房买卖
暂未执行20%个税

二手房“过户潮”明显减弱，业内分析调控目标可抑制房价增长过快
文/片 本报记者 邱晓宇

1日，岛城二手房“过户潮”明显减弱，
市民挤爆房产交易大厅的景象已经不复
存在。当日在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办
理过户手续，个人所得税仍按总房款的
2%交付。青岛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房价
调控目标的提出，应当可以抑制房价，至
少增长速度、幅度会变小。

现场
个税新规暂未执行，二手房“过户潮”减弱

3月31日晚，青岛市政
府发布国五条实施细则，
确定2013年青岛房价控制
目标为，本年度新建商品
住房价格增幅明显低于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幅。二手房交易
20%个税如何执行仍存悬
念。

1日下午，城市之家不
动产闽江二路店店长林
鹏辉正在市房地产交易

(登记)中心帮客户办理二
手房过户手续。“上午已
经帮一名客户办理完二
手房过户手续，个人所得
税仍然按照总房款的2%

交付。”林鹏辉说。
3月底刚购买了一套

6 0多平方米住宅的殷先
生 1 日 到 市 房 地 产 交 易
(登记 )中心办理过户手
续。3月底，殷先生介绍，
3月30日才办理的网签，1

日一早就被中介的置业
顾 问 催 着 办 理 过 户 手
续。

青岛市惠百家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一位置
业顾问介绍，为了保证客
户不受经济损失，中介曾
建议在3月底才签订购房
合同的客户暂停办理各
项手续，得知青岛还未实
行20%个税，立刻催促客
户抓住最后的时机办理

网签、过户。
当日，在市房地产交

易(登记)中心及各区房地
产登记交易处，原先门口
张贴的周末加班公告已
经被撕掉，也没有市民凌
晨排长队等候取号，虽然
仍有一些人陆续来开具
限购证明、办理二手房过
户业务，但与之前相比，
这股“过户潮”已经减弱
不少。

背景
3月，青岛二手房网签9668套

3月1日国五条细则出
台，引发了各地成交热潮，
买卖双方急于在政策正式
执行前尽快完成交易。搜房
网二手房数据监控中心的
数据显示，3月，青岛二手房
网签 9 6 6 8 套，环比暴涨

617 . 21%，超过2012年上半年
总成交量。3月青岛全市二
手房挂牌套数为95329套，较
2月增加了14013套，同比去
年3月(挂牌22909套)暴涨
316 .12%，挂牌量再创历史新
高。

业内人士称，随着地方
细则落地，加上3月已提前
消化不少购房需求，预计今
后一段时间市场将明显“遇
冷”。与此同时，各地应警惕
市场“利空出尽便是利好”
的预期，严格执行楼市调控

政策、防止市场出现反弹。3

月，青岛二手房买卖市场异
常火爆，租房市场也是传统
旺季。地方版细则落地后，
将会刺激部分业主“转售为
租”，租房房源稀缺将会得
到缓解。

分析
调控目标可抑制房价增长过快

太平洋房屋山东总
部市场部经理郝银广分
析，房价调控目标的提
出，应当可以抑制房价，
至少增长速度、幅度会变
小。

郝 银 广 说 ，目 前 全
国范围内已经出台国五
条细则的城市，地方版
细则都把“房价控制目
标”列为重点，除北京、

上海提到限购和 2 0 %个
税之外，其它绝大多数
地方细则直接忽略。只
要房价不再出现过快上
涨的势头，房价控制目
标只要能实现，限购、限
贷、税收等手段都可相
对放宽松。这也是各地
都提房价控制目标而不
提限购、20%个税的原因
之一。

郝银广分析，从交易
环节下手调控楼市，效果
不会特别明显。真正解决
问题的办法是回归市场
法则，达到供需相对平
衡。

科威国际不动产青
岛 区 域 总 经 理 孙 杰 认
为，针对商品房的限购
相对严格，与以前最大
的不同是针对非青岛市

户籍家庭，要提供“两年
内，连续一年”的纳税或
社保证明，也就是说，以
前外地人通过一次性补
纳税或社保在青岛购房
行不通了，因为没有办法
提供“连续一年”的证明。
孙杰猜测，具体的操作细
则可能还要“拖”，大家可
以抓住最 后 的 真 空 期 ，
能成交多少算多少。

错埠岭一小区二期综合整治主要对小区内64栋楼体进行
外墙面保温、粉饰。 (图片由市北区政府提供)

1日，市房产交易中心扎堆过户现象不再。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邱
晓宇 ) 记者从青岛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获悉，4

月，市北区、李沧区、保税区
将共推出3幅地块上市拍卖，
其中市北区、李沧区地块将
配建保障性住房共851套。

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
三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本次出让的1号地块需配
建限价商品住房，建筑面积
不少于38445 . 4平方米，且不
少于453套；2号地块需配建保
障性住房，商品住房用地和
保障性住房用地同时供应。
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后，同时
将保障性住房用地划拨给受
让人。2号地块配建的保障性
住房为经济适用住房，建筑

面积不少于25830 . 5平方米，
不少于398套。

1号地块位于市北区(原
四方区)重庆南路249号，土地
面积20593 . 8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和商服用地，
该地块楼面拍卖价2539元/
m2。2号地块位于李沧区虎山
路 4 1号、7 9号，土地总面积
45549 . 3平方米，同样为城镇
住宅和商服用地同时供应，
该地块起拍价2905元/m2。3号
地块位于保税区四号小区，
土地总面积9289 . 7m2，地块用
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土地起
拍价1450元/m2。

三幅地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3年4

月24日9时30分在青岛市公共
资源交易大厅309房间举办。

市区三地块4月拍卖
将配建851套保障房

地块拍卖

楼院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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