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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是今年保障房建设重点，将占任务的77%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孟
敏 张璐) 在新的一年里，房地产
市场调控监管将走向何方？记者从
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获
悉，我省今年将继续抓好房地产市
场调控和监管，房价调控以经济和
市场化手段为主。

会议指出，抓好房地产市场调
控和监管，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我省要求继续执行好房地产调控措
施，房价上涨较快城市，要从严落实
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增加住房有
效供应，增强调控针对性。

同时，继续强化房地产市场监
管，加快完善商品房预售和交易资
金监管制度，推行二手房网上签约，
规范房屋交易行为，进一步健全完
善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我省年初提
出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监管，
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和市场价格，具有
重要意义，全年市场预计比较稳定。

记者注意到，相比前两年，今年
提出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强调了信
贷、税收、供给和个人住房信息系统
建设等措施，没有涉及已经执行了
两年多的限购政策。业内人士认为，
这也意味着在济南、青岛，限购政策
2014年将继续执行。

房价上涨快城市

差别化信贷从严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孟敏 张璐) 10日，记者从

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上获悉，我省今年将进一步加
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力度，
任务是开工各类保障房31 . 58
万套，其中棚户区23 . 95万套、
开工建设公租房6 . 49万套。

棚户区改造将是今年的重
点，占到保障房建设任务的
77%。我省要求各地落实资金
筹措、用地供应、税费减免、补

偿安置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加
快改造进度。我省将依据《住房
保障考核办法》，4月底前完成
对各市考核并报省政府进行通
报，作为安排财政补助资金的
重要依据。

据了解，我省今年将抓公
租房和廉租房“并轨”，目前省
里已经研究制定公租房和廉租
房并轨意见，即将下发执行。我
省要求，各地要尽快制定实施
细则，确保年内实现公租房廉

租房统一规划建设、统一准入
分配、统一运营管理。

在2014年的保障房工作
中，我省将有序推进公租房和
廉租房统筹建设和房源并轨。
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
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委
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保障房
建设。在后期管理上，通过实行

“阶梯租金”或“租补分离”，完
善保障房推出机制。

据介绍，截至2013年11月

底，全省共开工各类保障房
27 . 88万套，基本建成22 . 21万
套，任务完成率分别达到118%、
113%。在国家去年7月份组织的
保障房质量检查中，我省检查项
目总符合率96 . 7%，连续两年位
居全国首位。2013年8月16日，国
务院李克强总理和张高丽副总
理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对我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总结推
广了我省经验。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张璐 孟敏 ) 记者10日获

悉，为解决困难职工购房问题，
我省正在研究困难职工住房公
积金贷款贴息等政策。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政策方向是对困难职工公
积金贷款给予一定利息补贴，
减轻困难职工购房压力。

据介绍，去年我省住房公
积金覆盖面不断扩大。全年实
际缴存职工人数710万人，比上
年增加17万人；全年缴存公积
金610亿元，提取315亿元，发放
公积金贷款400亿元。公积金支
持保障房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2014年，我省将改
进和加强住房公积金监管。扩大

公积金缴存覆盖面，重点做好规
模以上私营企业等非公企业缴
存扩面工作，力争年内缴存额突
破700亿元。同时，加大公积金支
持保障房建设力度，抓好公积金
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试点。

此外，我省还将研究困难
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等惠
民措施，探索农民工缴存公积

金的有效办法。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相关负责人称，公积金
贷款贴息的政策方向是，对困
难职工公积金贷款给予一定利
息补贴，减轻困难职工购房压
力。记者了解到，低收入家庭公
积金贷款贴息等惠民利民新政
已在我省青岛实行，44%的贷
款职工享受新政优惠。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张璐 孟敏) 从10日召开的

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上获悉，推进新型城镇化依旧
是今年我省建设领域的中心工
作，我省今年准备选择部分市
县和建制镇，开展不同层级、
不同类型的试点。根据我省确
定的目标，今年城镇化质量将
进一步提升，全省人口和户籍
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 . 3、0 . 9个
百分点，达到5 5%、4 3 . 8%左
右。去年我省城镇化率已达到
53 . 6%左右，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

据了解，2013年我省新型
城镇化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请省委、
省政府调整了省城镇化工作领
导小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
协调省有关部门，提请省政府
出台了省城镇化发展纲要、做
好农民工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文件，促进就业服务、社会
保障、基本医疗等覆盖城镇常
住人口。

同时，我省小城镇和农村
新型社区建设步伐加快，预计
200个示范镇地方财政收入同

比增长25%，达到228亿元，约
占全部小城镇的38%。

我省出台的加快农村新
型社区建设推进城镇化的意
见，制定了农村新型社区纳
入城镇化管理标准，研究明
确了社区户籍、土地、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
措施。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宋军继称，推进新型城镇化
仍然是我省一项中心工作，我
省已经确定2月份将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城镇化工
作。

我省明确新型城镇化发展
方向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
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目标，
加快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以
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县域
中心城市为支撑、以小城镇为
基础、以农村新型社区为单元
的城镇体系。

目前我省已着手编制山东
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提交全省
城镇化会议讨论。我省今年城
镇化的目标是；全省人口和户
籍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 . 3、0 . 9
个百分点，达到55%、43 . 8%左
右。

困困难难职职工工公公积积金金贷贷款款有有望望贴贴息息
我省将探索农民工缴存公积金办法

我省新型城镇化以县域中心城市为支撑

户户籍籍城城镇镇化化率率今今年年将将达达4433 .. 88%%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孟敏 张璐 ) 全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工作会披露的数据显
示，去年我省房价小幅上涨，商
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大
幅增长。

开发投资方面，预计全年

完成开发投资5180亿元，同比
增长10%。商品住房供应、销售
量双双增长，截至去年11月底，
全省商品房施工面积4 . 98亿
平方米，同比增长18%，新开工
1 . 4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2%。
销售商品房8609万平方米，实

现销售额4374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21%、30%。

二手住房成交面积1745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108%。二手
住房成交面积1800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92%。

去年我省房价小幅上涨。

11月份，我省纳入全国70个大
中城市统计的4个城市中，青
岛、济南、济宁、烟台新建商品
住 宅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了
10 . 4%、9 . 3%、9 . 0%、8 . 5%。我
省前11个月房价涨幅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全全省省商商品品房房销销售售额额涨涨了了三三成成
去年房价小幅上涨，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孟
敏 张璐 ) 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我省今年对建筑扬尘加大
整治力度，规模以上建筑工地拟全
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据介绍，为防治雾霾，去年我省
建设、环保等多个部门联手开展了
建筑领域扬尘的治理整治行动。全
省共摸底调查建筑工地6万多个，
70%已纳入监管范围，53 . 7%的渣土
车达到了密闭运输要求。其中济南
市对城区98个重点项目和规模以上
工地派驻专人全时段监管，成立8个
督查组，重点督查夜间施工行为。全
省摸底调查裸露土地9152块、5485万
平方米，实施绿化300多万平方米。
淄博率先完成城区裸露土地分布图
绘制，目前完成绿化10万平方米。

今年我省将继续开展建设扬尘
治理。我省要求，规模以上建筑工地
全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纳入管理
的渣土运输车辆全部安装卫星定位
系统；扎实推进城区裸露土地绿化，
完成60%普查裸露地绿化任务。

规模以上工地

安装视频监控

22001133年年城城镇镇化化率率5533 ..66%% 成成员员单单位位2299个个

城城镇镇化化领领导导小小组组
成成员员单单位位1188个个

222288
亿亿

220000个个示示范范镇镇

财财政政收收入入222288亿亿

农农村村新新型型社社区区55779900个个
11339944万万农农民民入入住住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时，也提出了新的期待。
即日起，本报“山东图变”栏目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各地各部门创新发展、环境优化以及民生改善的
新举措，展现山东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行动，以及给民众带来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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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地税收入

出自房产和建筑业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孟
敏 张璐 ) 去年房地产业和建筑
业对我省税收拉动明显。2013年，预
计全省房地产业、城市建设、村镇建
设完成投资 7 5 8 0亿元，同比增长
9 . 3 % ，占 全 省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21 . 8%。

前11个月，房地产业、建筑业缴
纳各项税收 1 0 8 1亿元，同比增长
39%，占全省地税收入的36 . 6%，同比
提高6 . 6个百分点，两行业共计增收
303亿元，对全省地税收入增收的贡
献率达到83 . 7%，成为地税增收的重
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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