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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配套套设设施施建建设设与与楼楼盘盘开开发发同同步步
市住建局详细解读楼市新政，烟台将打造休闲养老之都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韩志鸿

4月28日，烟台14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5日，烟台市住建局就《意见》做了详细解读，特别强调将打造烟台休闲
养老之都，加快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同时调整部分资金监管方式，减轻开发企业前期
成本，助力烟台地产行业渡过资金难关等问题。

鼓励开发建设医疗服务、养老公寓等地产项目

在房地产企业发展的
宏观层面，《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
见》开头就强调了整个行业
的转型方向性问题，积极引
导企业转型、多元发展，鼓
励开发建设医疗服务、养老
公寓等地产项目，引导企业
由单一物业形态开发向综
合开发与持续经营转变，同
时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提高

项目开发品质。
针对烟台独特优越的地

理环境，烟台也将着力打造
休闲养老、养生、文化旅游等
地产，通过这些有特色有前
景的地产项目促进烟台房地
产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据烟台御花园养老公
寓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华西
介绍，位于高新区的御花园
养老公寓一期将在今年1 0

月份正式运营，届时将有
2000张床位、8万平方米的空
间接纳老年人来此养老生
活。目前已经开始接受预
订，预订的老年人中，有20%

来自北京、济南、青岛等地，
很多人看中了宜居烟台的
生活环境，随着医护中心等
配套设施的完善，必将产生
更多在烟度假养老的消费
需求。

配套质押少一些，为项目腾出更多流动资金

为房地产企业减轻负担，
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意见》指出实行差别化政策，
对实力强、效益好的品牌房企
及建筑市场信用考核为A级
的项目免除区内配套资金质
押及劳务工资保证金。

《意见》还调整了部分建
设资金监管及规费管理方
式。市住建局开发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新政实施前，在区
内配套质押资金上，每平方
米需要交纳200元-300元不

等的质押资金，按照规划建
筑面积计算，如果规划建筑
面积是10万平方米的项目，
一个项目在配套质押上要交
2000万-3000万元的配套质押
资金。

按照《意见》的新提法，
在测算环节，按“就低不就
高”原则测算，降低配套资金
质押标准，探索实行货币和
实物抵押相结合方式，即货
币质押50%，剩余资金可用
1 . 5倍实物价值抵顶。在解除

环节，变终结解押为事中解
押。这样一个10万平方米规
划建筑面积的大项目，很容
易节省出上千万元的流动资
金，缓解企业前期开发的资
金压力。

此外，在建筑养老保障
金上，烟台市建筑企业养老
保障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初
峰伟介绍，按照工程造价的
2 . 6%缴纳养老保障金，现在
可以缓交50%，无疑给房企
节约出不少的流动资金。

小高层盖到两层以上

开发企业就可办预售

《意见》规定，六层（含）及以
下，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完成正
负零以上；七层至十一层（含），建
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两
层以上；十二层（含）以上，建筑主
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总层数八分
之一以上的，满足上述条件，即可
申请预售。

市住建局产权产籍管理科工作
人员称，按照2013年执行的规定标
准，小高层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
达到地面至少三到四层，开发企业
才能办理预售，现在标准有所放宽。

在预售资金上，也将实施更加
灵活的监管措施，取消企业申请使
用时间间隔，单体施工结束后不再
勘察工程进度；对符合规定、工程
建设进度良好的项目，保证企业最
大额度使用预售资金。

烟台市房产交易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为了保证项目健康正常运
转，要求企业在申请预售资金时有
合适的时间间隔，大概在一个月左
右，现在为了满足企业用款要求，
提高资金利用率，取消了申请资金
的时间间隔，充分保证预售资金使
用在工程项目建设上。

44月月商商品品房房成成交交22778811套套，，均均价价66774499元元//㎡㎡
刚需项目成交占比提升，环比上月房价有所下滑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张晶） 4月份多项政策持续
刺激，烟台楼市回暖明显。同
策咨询发布烟台房地产市场
4月月报，烟台商品房成交
2781套，环比同比均上涨；成
交均价为6749元/㎡，环比同
比均下滑。

根据同策咨询发布的烟
台房地产市场4月月报数据
显示，全市六区房地产共成
交2781套，环比上涨35 . 7%，
同比上涨6%。近两个月烟台
楼市成交持续回温，本月成
交主要来自以价换量项目。

烟台市六区成交均价为
6749元/㎡，环比下滑3 . 8%，同
比下滑5%。本月成交结构中，
刚需项目的成交占比提升，带
动全市成交均价结构性下滑。

4月份六区有21个项目新
增供应，合计新增供应5192套、
52 . 25万㎡，环比上月套数、面
积分别上涨170 . 1%、152 . 8%。楼
市逐步摆脱年初淡季，各项目
纷纷备战年后首轮推盘。

土地供应上，4月烟台六
区有6宗土地供应，3宗位于

开发区，总供应面积48 . 25万
㎡；3宗土地成交，成交地块2

宗来自芝罘区，1宗来自莱山
区，总成交面积13 . 42万㎡，
土地供应连续四个月温和增
长，土地成交与3月持平，开
发企业拿地的热情不高。

综合上述信息，烟台房
地产市场出现供求齐涨的局
面，但房价跌了，对此有关人
士介绍，房地产市场不能单
纯依靠房价涨或跌来判断市
场好坏，一个月或者一季度
的价格涨跌，跟该时间段内
成交的项目有很大关系，集
中网签数据显示的价格只能
做参考，不能涵盖整个市场
的情况，4月集中成交的项目
多是刚需特价房，降价走量
的比较多，成交的均价自然
就被拉低了。

随着市场不断回暖，同
策咨询预计5月将有16个项
目开盘或加推新项目，通过
推盘入市量增加、频繁的市
场声音释放，加强购房者关
注度，或将借此带动成交面
持续好转。

申请资金修电梯

用了两天咋又停运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侯艳
艳） 小区居民楼电梯坏了，维修
费用高达数万元，开发区一小区
物业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理
电梯，不料电梯运行两天后再次
停运，这笔钱到底咋花的？小区居
民提出质疑。

5日上午，在开发区海信慧园
西区36号楼，楼内2部电梯只有一
部正常运行，负责运送36号楼174

户居民。居民们介绍，停运的电梯
在2月份发生故障，3月份物业公
司征求居民意见申请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并在4月20日张贴公示。

公示显示，36号楼东电梯因
曳引机损坏，需要使用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36514 . 47元。征求174户
业主意见后，有 1 2 4户同意，占
71 . 3%。使用的维修资金金额将按
专有面积比例分摊，每户分摊金
额从185 . 79元到229 . 76元不等。

“电梯用了2天再次停运。”居
民赵先生说，很多人感觉这笔钱
花得不值，“这笔钱到底怎么花
的，居民有知情权，物业应该公
示。”

对于居民的质疑声，均豪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申请的维
修资金目前还没到账，物业公司
先行垫付2万余元更换了电梯曳
引机，仍有部分配件没更换。考虑
到电梯安全问题，物业公司在试
运行两天后又关闭了电梯，并非
居民所说的电梯又出故障。

开发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称，
电梯属于房屋公用设备，维修由
所有使用人按建筑面积比例分
担。2014年，开发区住建局共批复
31笔维修资金，其中电梯维修项
目有8笔。工作人员称，对于征询
意见情况、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
等，物业公司都应进行公示。

私自扣查他人快递

将给予治安处罚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李静）
5月1日，《山东省寄递安全管理

办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私自
扣查他人寄递物品，将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烟台91家快递企业都将按
照新规实施管理经营。”烟台市邮
政管理局工作人员说，新规指出，
寄递企业应当采用技术手段，对
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实
行安全监控。监控设备应当24小
时运转，监控资料保存时间不得
少于三十天。寄递企业在收寄、分
拣、运输、投递等环节，严禁抛扔、
踩踏、坐压或者以其他危险方式
造成寄递物品损毁。

同时，寄递企业应当建立寄
递详情单以及电子信息档案管理
制度，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
全。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信
息泄露、损毁、丢失情况时，应当
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对于抛扔、踩
踏、坐压或者以其他危险方式造
成寄递物品损毁，由相关部门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私自扣查他人寄递物品，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工作人员说。

烟台房地产市场

4月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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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管理系统企业年报功能正式启动

轻轻点点鼠鼠标标，，进进出出口口企企业业即即可可完完成成年年报报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近
日，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管理系
统企业年报功能正式启动，进出
口企业的换证制度将取消，改为
企业自行在网上报送《报关单位
注册信息年度报告》，新政实施

给企业带来不少便利。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不

再需要每三年到海关办理换
证手续，证书改为长期有效。
认证企业（之前的AA、A类企
业）也不需要每年向海关提交
纸质年度评估报告，所有的报

关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只需
在每年的6月30日前在网上提
交《年度报告》即可。

“今后年审我们只需在规
定的期限内，通过中国电子口
岸网站，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即
可实现。”山东凯朗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报关负责人高强说。
烟台海关副关长张磊介

绍，海关今后将按照国家标准
公示企业相关信息，任何单位
和个人均可查询，进出口企业
的信用将纳入社会信用监督
体系之下。

商品房成交

六区成交均价

2781 套

6749 元/㎡

中国福利彩票
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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