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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集中开发 刚需提前释放

现现有有库库存存还还能能卖卖两两年年

一沼气工程运行俩老人跌入深沟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贺
莹莹) 14日，记者了解到，2013
年德州新建商品房实际年末累
计可售面积330余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228 .57%，库存比2013年
实际销售多了近一倍。业内人
士分析称，由于楼市集中开发，
刚需提前释放，目前的库存量
市场还能消化两年。

纵观全年的销售成绩，
2013年度的成交最高峰并没
有 集 中 在 所 谓 的 楼 盘 旺 季

“金九银十”，而是出现在11
月份，为1770套，同样作为淡
季的 12月份，楼市整体也不
示弱，12月份新建商品住房
实际登记销售 1334套，较去
年增长6 . 9%。在全年整体下
滑的形势下，2013年的冬季
呈上升走势。“去年11月份、
12月份同比数据商品房平均
销售价格和批准预售面积增
幅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唐
人中心、星凯国际广场等高

品质、高价位城市综合体项
目陆续达到预售条件，并于
近 期 集 中 办 理 预 售 备 案 手
续，较 2012年同期的低迷市
场有较大的偶然性。”业内人
士李先生分析称。从这些项
目的建设进度来看，预计今
后一个时期，将有大量商品
房上市，商品房供应量将持
续增加，库存继续增大。

此外，投资投机购房需求
的降低，带来商品房成交量的

减少。全市中心城区商品房批
准预售面积和实际登记销售
面积均出现小幅下跌，商品房
销售价格上涨，商品房市场呈
现量跌价涨态势。德州威思达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展
浩威分析称，“去年房屋库存
量翻番的主要原因在于去年
所开发的项目较多，放量大，
然而刚性需求在前两年已基
本得到释放，市民更加理性，
多持观望态度。”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董传
同 通讯员 张妍) 1月11日，武
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李家户
镇有人骑三轮车掉入沟中，民警
到达现场后发现，在三、四米深的
沟中，一位老人悬挂在翻倒的三
轮车上，而另一位老人则被死死
地压在车下。

1月11日早7时许，村民王某骑
三轮车带妻子在此处经过时因躲
避其他车辆不慎翻入沟中。且王
某的妻子患有心脏病，老人危在
旦夕。由于其中一位老人被压在
车下，致使车身不能轻易移动，这
便加大了救援工作的难度。民警
在确保他们平安的同时合力挪动
卡在深沟里的三轮车，经长达一
个多小时的救援，民警把两位老
人从沟中救出并及时联系救护车
将两人送往医院。

目前，两位老人已经脱离危
险。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陈兰
兰 通讯员 安杨) 近日，记者
从禹城市发改局获悉，该市依托
永强养猪专业合作社投资472万
元建设的沼气集中工程建成投
入使用，从此该养殖场附近的庄
科等3个村的500余农户，告别了
传统的秸秆生火的土锅灶，用上
了卫生清洁环保的沼气新能源。

禹城市随着农村畜禽养殖
小区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成为
影响该市农村生态环境的隐患，
该市积极引导畜禽养殖企业，通
过多方筹集资金建设沼气集中
供气工程，畜禽粪便变废为宝，
集中处理。截至目前该市已获批
立项建设大型沼气集中供气项
目7个，永强、天鹿、鑫丰3处沼气
工程已建成使用，维多利亚、千
鼎、森琪、巨星鸽业4处正在建设。
建成后，5000余户农民用上沼气
新能源。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孙
婷婷 ) 14日凌晨5时许，一辆
满载煤的河北牌照大货车通
过大学路北园桥附近时，由于
路面结冰发生侧翻，40吨煤倾
倒在路面上，将整个车道堵
住。事故造成该路段交通拥
堵，直至上午10时许，路面才恢
复通行。

6时30分许，在大学路北园
桥东侧的限高杆处，一辆河北

牌照的大货车车头部位冲进
了道路北侧的绿化带内，整个
车厢发生侧翻，倾倒出的煤覆
盖住整条道路。大货车的油箱
被撞开一个豁口，油洒了一
地，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柴油
味。

“从西往东行驶，经过北
园桥时，路面结冰道路湿滑，
掌握不住方向。货车侧翻后，
车头由于惯性一下子冲到绿

化带上面去了，幸好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驾驶员介绍，他的
大货车上满载了40余吨煤，正
往市区方向行驶。

“当时正停放在附近等活
儿，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响。”
据事发时在现场的一名夜班
出租车司机介绍，事发时，大
约在凌晨5点左右。由于倾倒的
煤将道路堵住，随着上班市民
越来越多，不少车辆行至至

此，只能掉头绕道行驶。还有
不少电动车、电动三轮车只能
选择从道路南侧的绿化带内
穿行。

8时许，被封堵的道路依然
没有恢复通行，一辆大铲车正
将堵住道路的煤运到其他大
货车上。直至10时许，煤已全部
被铲除完，道路恢复通行。

(线索提供者 张女士
奖励 50元)

事故现场。 孙婷婷 摄

二手房与新房

价格渐趋持平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贺莹莹)
2013年二手住房成交金额175783

万元，较2012年增长54 . 38%。14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二手房价格与
商品房价格差距逐步缩小，有的地
理位置较好的二手房甚至超过新
房的价格。

据了解，2013年二手房住房成
交 套 数 为 5 2 2 4 套 ，同 比 增 长
26 . 98%。成交金额175783万元，同
比增长54 . 38%。二手房成交套数、
成交金额和销售价格有较大涨
幅。市民购房更加注重实用型，二
手房市场出现量价齐涨的活跃局
面。

“在2011年市区一套二手住房
大约在4000元/平方米，2013年的
时候已经达到6000元/平方米，学
校周边的二手房价格还会更高，
与周边新房价格相持平。”瑞家地
产莫经理分析称，除了买房的价
格增高，租房价格相比去年也多
了近200元，学区房、多层住房、现
房等都成为市民选择购买二手房
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二手房价格
上升的原因之一。记者了解到，全
市二手房价格与商品房价格差距
逐步缩小，房产中介已经不打价
格战，而是更趋向于实用性，人们
的购房需求消费更加理性，以自
住性和改善性为主的刚性需求人
群，更加注重购买二手房的实用
性。

路路面面结结冰冰撂撂倒倒重重型型大大货货
40吨煤封路5个小时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董青 ) 春节临近，夏

津县武装部、人口计生局联合举
行了2013年度农村独生子女入伍
家庭奖励优抚金发放仪式，对 6 0

户2013年新入伍独生子女家庭进
行奖励，每户发放奖励优抚金1000

元。
据了解，审批程序为每年新兵

入伍后一个月内，由各乡镇武装部
和计生办负责统计，由新兵所在村
居出具证明信、乡镇填写申请表并
加盖公章后，上报县人口计生局，
县人口计生局协同县人武部对上
报对象逐一复核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家庭，每户一次性发放奖励优抚
金1000元。

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70户农村
独生子女入伍家庭发放奖励优抚
金27万元。

农独子女入伍

家庭可享奖励

1月13日上午，一辆三轮车捆着两捆10米长的钢筋，
分别挎装在三轮汽车两侧私自加装的铁架上，由于车门
已被钢筋挡住，拉载的超限货物将车门挡住，司机上车下
车只能通过车窗中钻进钻出。

本报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李安英 摄影报道

门改窗

教育采购项目

完成招标工作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段浩然) 14日，记者从德
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德州职
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设备采购项
目在三楼公共资源交易区顺利完
成评标工作。

此项目共分16个标段，包括了
数控车床、铣床、建筑实训教学软
硬件设备等多种职业教育设备，吸
引了北京、广州、济南、青岛等全国
各地81家企业报名参加投标。整个
项目分三天进行现场交易，总历时
超过20个小时。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是政
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也是德州今
年重点项目。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对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明确专人
负责，实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随
到随办、从简快办，确保该项目得
以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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