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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烟台市住房保障预登记和年度复核工作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对申报家庭按户籍实行
个人诚信申报、街道初审、区级审核以及市级认定。同时，烟台市研发启用了新的住房保障信息系统和
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两大信息系统采取联网申报、电子比对，确保申报家庭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通过层层把关，查出存在虚报、瞒报问题的家庭。

在烟台市住房保障
中心，记者了解到，有些
申报家庭，明明名下有
房产，却填无房产，这种
瞒报行为被记入“黑名
单”。

据烟台市住房保障
中心负责人介绍，有一
三口之家，住在 3 0 平方
米的小房子里，若该家
庭如实填报名下的房产
面积，达到了中低收入

家庭住房保障预登记条
件，即预登记家庭属无
房或家庭成员人均现住
房建筑面积小于 1 5平方
米。但该家庭却填报的
是“无房产”，故意瞒报，

被列入黑名单，5年内不
得申请住房保障。

也有的申报家庭，
有宅基地或房产已预登
记未办房产证，也来申
请住房保障。

明明名下有房，却填无房产

有一申报人，名下曾
经有房产，但已卖掉房子，
现在无房产，据烟台市住
房保障中心负责人介绍，
此情况也属于虚报、瞒报
行为。

申报人认为，申请保
障期间没有产权房屋就符
合无房条件。但卖房子的
意图无法考证，是故意为
了申请住房保障还是卖房
钱作他用都有可能。

烟台市住房保障中
心负责人介绍，在申报
之前，向申报人发放了

《明白纸》，其中对于“无
房户”进行了明确的限
定。无房户是指从无自

有产权房屋并未承租公
有房屋的家庭，“从无”
就明确限定了从来没有
产权房屋。因此，曾有产
权房屋的申报人属于虚
报、瞒报。

把房子卖了申请保障房

一个班49名新生7个城市娃
很多城市孩子缺乏吃苦精神，本身就不爱上高职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30日，烟台职业学院5000多名高职新生报到，这是烟台高职类院校报到
人数最多的一天，也意味着驻烟高职院校新生报到基本结束。记者发现有超
7成的新生来自农村。面对生源压力，国家重点高职院校也坐不住了，开始寻
找求变之路，抓质量，拼服务，主动出击找学生。

“现在出去打工不懂
技术只能出大力，但有了
技术，走到哪里也不怕。”
来自菏泽农村的家长王先
生告诉记者，孩子报考是
机械系，希望他学好技术
干个技术活。“烟台大企业
多，我想就业不成问题。”

“这是不少农村家长
心声，也是我们对考生和
家长的承诺。”刘佳振说，
除了烟台的地域优势，我
们本身的办学优势和办学
质量也是我们今年招生取
得好成绩的重要因素。据
介绍，在今年生源减少，不

少高职院校遭遇招生“最
冷寒冬”的情况下，作为国
家骨干高职院校的烟台职
业学院今年继续保持良好
局面，一共录取5493人，录
取新生数量烟威地区最
多，全省第二。

“但我们也深刻感受
到招生的压力。”刘佳振
说，“无法完成招生计划的
高校从以往的民办高校，
已经蔓延到了公办高校，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关键
在于质量立校，而不应把
大部分心思用在招生忽悠
上。每年，一到招生时期，

不少院校便忙活起来。有
的院校甚至将招生与个人
利益联系在一起，有的院
校打出了报考送笔记本的
口号，但是考生们似乎并
不买账。”

“我们也要采取扩展
招生渠道，申请五年一贯
制计划，在一些地区设立
生源基地等手段招生了。”
刘佳振说，普教与高职是
我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类
型，而不是两个层次，将来
也会有本科职业教育，我
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职业教
育成才。

“蛋糕”变小，重点高职坐不住了

将外快收入刻意隐瞒不填

据烟台市居民经济
状况核对中心负责人介
绍，有100多户申报家庭，
没有如实填报，隐瞒了收
入，被记入黑名单。

据了解，今年预登记
在收入方面的条件是，预

登记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
于26542元。预登记家庭成
员是指预登记人夫妇双方
与同户口的未婚子女。据
烟台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
中心负责人介绍，在填写
申报的过程中，有的申请

人故意虚报同户口的未婚
子女的收入，这都没有逃
过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信息
系统的“法眼”。

例如，有些家庭的未
婚子女，除了工作单位发
的工资外，平时也赚些外

块，而申报人在申报的过
程中，却隐瞒了外块收
入，最终被刷。烟台市居
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负
责人说，也有像此次被人
举报的家庭一样，故意隐
瞒银行存款。

卖了房子申请保障房，没门
烟台市住房保障预登记和年度复核工作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本报记者 李园园

30日，烟台高职类院
校迎来新生报到高峰，
5000多名新生到烟台职业
学院报到。上午9点，烟台
职业学院北门广场已经人
山人海。报到现场，校园内
随处可见拖着行李、提着
大包小包的学生和家长。
与本科院校不同是，记者
发现陪着来报到的家长多
来自农村。

在工程管理系报到现
场，记者看到工程技术1班
的花名册中45名新生中有

30名来自农村；道路桥梁
专业24名新生中18名来自
农村；制冷与空调技术专
业班上53人，44名来自农
村，一个班级49名新生只
有7名来自城市，其他系部
各个专业的情况也出不
多，超过7成的新生来自农
村。不光是烟台职业学院，
在前期报到的其他几所高
职院校中，情况也基本如
此，甚至有的高职院校的
技校生一个班全都是来自
农村生源。

“职业院校的农村生源
的比例一般都高于城市生
源。”烟台职业学院招生与
就业处副处长刘佳振说，

“现在的家长，特别是城市
的家长们普遍存在一种误
区，宁愿孩子拿钱少也要当
白领，所以报考高职院校的
不多；而农村家长还是比较
务实，上大学学个技术，一
技傍身，将来好养家糊口。
还有就是很多城里的孩子
也缺乏吃苦精神，本身自己
就不愿上。”

七成高职院校新生是“农村娃”

格相关新闻

住房保障预登记和年度复核名单公示结束

又一家庭因瞒报存款被举报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李园园 ) 烟台市中心

区2012年度中低收入家庭
住 房保障预登记和复核
入围家庭名单公示结束。
3 0日，记者从烟台市居民
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获悉，
一 家庭被举报有大量银
行存款，经跟申请人核实
后 ，该 户 被 取 消 申 请 资
格。

据 了 解 ，市 中 心 区
2012年度中低收入家庭住
房 保障预登记和复核工
作结束，共有9 3 3 9户家庭
通 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
保障预登记和年度复核。
另有3 8 9户家庭因“造假”
被记入“黑名单”，五年内
禁止再申请住房保障。2 3

日起，烟台市住房保障中
心 联合市居民经济状况
核对中心，对这部分家庭
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征询
社 会 监 督 ，2 9 日 公 示 结

束。
30日，记者从烟台市居

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得知，
在公示期间，一家庭被举报
银行有大量存款，跟申请人
核实该家庭确实在银行有
不少存款，不符合中低收入
家庭住房保障预登记条件，
被取消资格。

据烟台市民政局居
民 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负
责人介绍，目前，对于保
障 房申报人名下拥有的
存款、证券、商业保险还
无法查知，也曾找银行协
商此事，进行联网以便查
询申报人的存款信息，但
银行以《银行法》规定为
储户保密为由不让查询。

据 了 解 ，公 示 期 满
后，对公示无异议或异议
经核实不成立的家庭，将
按规定登记入库，并给予
申 请相应住房保障或继
续享受住房保障的资格。

高职院校新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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