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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下下曾曾有有房房产产，，可可否否申申请请保保障障房房
部门回应：名下房产转移登记满5年，不再纳入自由产权房屋面积核定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
园园) “啥时候开始申请保障
房？”“我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
来烟台13年了，一直靠做小本
生意维持着，和市场也有租赁
合 同 ，能 不 能 申 请 保 障
房？”……14日，本报对《烟台市
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进行了解读。里面
提到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
工纳入住房保障。14日，不少市
民打来咨询电话，迫切地想知
道自己的情况是否能申请到租
赁型保障房。

在幸福一菜市场卖菜的
孙先生说，他2000年就来到了
烟台，一直在幸福十二村附近

租房子住，从最初在夜市或街
上摆摊，到在菜市场租赁到一
个摊位，如今忙活一年来也能
收入两三万块钱。但要供孩子
上学，根本买不起房子。孙先
生说，如今烟台要出台保障房
新政策，把外来务工人员纳入
保障范围，“我没有工作单位，
但在幸福这个市场干了好几
年，和市场有租赁合同，也有
营业执照，能不能申请保障
房？”

针对孙先生的问题，记者
咨询了烟台市住房保障中心副
主任迟乔。迟乔告诉记者，根据

《办法》规定，新就业无房职工
和外来务工人员申请政府投资

的保障性住房，由所在单位统
一向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申请。
并且外来务工人员需满足持有
申请地居住证1年以上；在申请
地依法注册登记的单位工作，
签订劳动合同1年以上，并按规
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
在本市市区无自由产权房屋。
根据规定，像孙先生这样没有
工作单位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
符合租赁型保障房的申请条
件。

“我1 9 9 7年有一套房子，
1999年房子卖了，如今名下无
房产，这十多年来都是租房住，
现在还失业了，能申请保障房
吗？”市民邱先生说，他之前曾

经去街道办事处申请过保障
房，其他各项条件都符合，但就
是因为名下曾经有过房产，没
能申请到。

对此，迟乔说，以前的旧政
策是，为了避免有些人骗购经
适房，只要申请人名下有过房
产的，都不允许申请保障房；如
今，“三房合一”后，将来供应的
是租赁型保障房，只租不卖，所
以在自有房屋产权上条件也放
宽了，“曾有产权房屋办理转移
登记满5年的，不纳入申请对象
自由产权房屋的面积核定中。”
也就是说，邱先生曾经名下的
这套房产，不再是他申请租赁
型保障房一道阻碍。

市纪委通报四起

违反八项规定问题

本报1月14日讯 近日，烟
台市纪委监察局对4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
通报，分别是：

招远市文广新局党组书记、
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记、台长滕
佳良长期借用企业超标车辆，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福山区张格庄镇中心卫生
院计划免疫科工作人员王大朋
工作日午间饮酒，被诫勉谈话，
在全系统进行通报批评。

莱州市神堂卫生院院长王
伟和副院长杨磊公款购买猪肉
券送礼，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栖霞市大柳家广播站站长
宋吉合公车私用，被责成作出书
面检查，缴纳用车费用，取消年
终评先树优资格，并在全系统进
行通报批评。

通报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
认清形势、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从严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不折
不扣地执行好改进作风各项制
度规定。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14日，记者从鲁东大学
获悉，2014年艺术类专业计划拟
面向省内外招生500人，其中省
内345人，涉及音乐舞蹈、美术及
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类专业；省外
155人，涉及美术类以及音乐类
等本科专业。

据了解，省内艺术类专业除
广播电视编导文理兼收外，其他
专业均招收艺术文考生。2月15-
16日音乐类专业在鲁东大学艺
术学院音乐楼一楼大厅报名；2

月10-11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
鲁东大学西区4号教学楼一楼大
厅报名。音乐类专业测试现场直
播，现场公布成绩。

省外招生计划除音乐类专
业只招收艺术文外，其他专业文
理兼收。

耿建敏任山东商务

职业学院书记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张逍) 14日上
午，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召开全体
干部大会，宣布省委组织部关于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主要领导任
职的通知。省粮食局局长杨丽
丽、人事处处长孟军，学院新任
党委书记耿建敏、新任院长杨新
春，副院长窦中华、王永宝、刘艳
蔚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学院全体
干部参加了会议。

孟军同志宣读了中共山东
省委组织部关于耿建敏、杨新春
同志任职的通知，耿建敏同志任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杨
新春同志任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院长。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开展
冬季安全用电宣传活动，该公司
组建15个宣传队，开展安全用电
宣传，讲解日常安全用电及家用
电器使用注意事项，营造了浓厚
的安全用电氛围。

宣传冬季安全用电

黄务立交

扮靓烟台“南大门”

14日，记者从烟台市公路局了解到，经过5个月左右的紧张施工，黄务立交桥
整治改造二期景观工程顺利完工。

据介绍，黄务立交桥素有烟台“南大门”之称，景观改造完工后，安装到桥面的
景观灯共386根灯管，其中最高的5米，最矮的1 . 1米，共有红、黄、蓝、绿等7种颜色
和7种图案。夜间到此的市民，可欣赏到黄务立交“云浪澎湃”的婀娜身姿。

通讯员 李其波 盖胜利 金玉秀 本报记者 孙健 摄影报道

菜菜价价高高位位震震荡荡，，牛牛羊羊肉肉集集体体““爬爬坡坡””
重要商品价格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去年市民菜篮子“沉重”了不少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
园园 通讯员 于学明 ) 14

日，烟台市价格监测中心发布
了“2013年我市重要商品价格
形势分析”报告，这一年在雨
雪、高温影响下，蔬菜价格高位
震荡，比2012年上涨了11 . 75%。
而“牛羊”群体更是集体“爬
坡”，价格大幅上涨，成为CPI的
重要推手。

1 4日，在红利市场，6 0多
岁的市民王女士转了一圈，
买了斤猪肉和两斤土豆、一
棵大白菜便回了家。“从去年
过年以来，菜价就没大降过，

如今又要过年了，这菜价又
涨了，这菜篮子是越来越重
了，都不舍得买菜了，像七八
块钱一斤的芸豆，今冬压根
没买过。”王女士说。

在过去的一年，年初雨雪
天气频繁，导致蔬菜成本增加，
菜价一路上涨。尽管到3月份价
格下降了，但4月份又因气温偏
低，菜价又小幅上涨。到5、6月
份，随着气温的升高，蔬菜价格
下降，但没想到7、8月份的阴
雨、高温天气，导致蔬菜产量下
降、运输成本增加，刚降下来的
菜价又涨上去了。虽然后来的

两个月蔬菜价格稍微降了，但
冬季蔬菜价格再次回升。据烟
台市价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从对烟台市市区主要6个农贸
市场监测情况来看，15种主要
蔬菜全年平均价格每500克3 . 01

元，较2012年上涨11 . 75%。
虽然猪肉价格比往年要

低，但牛羊“兴风作浪”，也让老
百姓的菜篮子加重了不少。14

日，在红利市场上，去骨羊后腿
肉价格到了38元/斤，而去骨牛
后腿肉每斤也到了 3 0块钱以
上。牛羊肉价格居高不下，同比
大幅上涨。受供不应求、成本上

升等因素影响，2013年我市牛
羊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据
2013年烟台市价格监测中心对
市区6个农贸市场的监测情况
看，全年牛羊肉平均价格分别
为每500克27 . 17元、34 . 00元，较
2 0 1 2 年 分 别 上 涨 3 2 . 7 4 % 、
20 . 00%。

除蔬菜、肉外，蛋奶也是老
百姓的主要消费产品。“鸡蛋也
没比2012年便宜多少，奶更是
涨了，在超市50块钱一箱的牛
奶已经很少见了。”市民张先生
感叹，这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
并不轻松。

与蔬菜、肉、鸡蛋价格相
比，过去的一年，钢材、煤炭等
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低
迷。

据烟台市价格监测中心数
据显示，受钢材市场产能过剩
影响，烟台市钢材价格持续下
降，45种主要钢材全年平均价
格较上一年下降8 . 82%。受需求

减少、进口煤炭增加等因素影
响，1-8月份煤炭价格也是持续
下降，降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
点。到9月份，随着冬季取暖用
煤储备增加，煤炭价格季节性
上涨，但上涨幅度不大。据了
解，2013年烟台市全年标煤平
均价格924元/吨，较2012年下降
16 . 71%。

除此之外，作为生产资
料的化肥，在2 0 1 3年也是“下
跌”行情。据了解，受市场供
应增加、需求不旺、国际市场
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化肥
价格总体下行，其中尿素价
格 平 均 每 千 克 降 幅 为
10 . 91%。

本报记者 李园园

煤炭价格降至

2008年来最低点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鲁大今年招收

500名艺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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