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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城事

沁沁园园新新居居公公租租房房很很快快就就能能入入住住了了
验收已完成正对申请者入住前审验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者
李媛媛) 近日，记者从济南

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了解到，
选完房达一年多之久的沁园新
居公租房项目已经完成最终验
收，目前房管中心人员正在对
之前成功申请到住房的个人和
企业进行入住前的二次审验，
审验通过后即可入住。

17日，记者来到位于高新
区行政审批中心二楼的高新区
房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
忙着对申请沁园新居公租房的
材料进行二次审核。据房管中
心慕科长介绍，目前高新区已
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公租房项目
主要有沁园新居、孙村安置房、
港源新居、涵园新居和中铁逸
都国际配套公租房。

沁园新居公租房位于高新
区新生活家园小区和海信慧园
小区之间，北邻沁园大街，东侧
为舜华北路，西侧为崇华北路，
整个小区一共5栋楼，每栋11
层。目前楼房内部和外部均已
装修完毕，相关的配套设施也
已建设完备，项目已经完成了
最后的验收工作。根据高新区
2013年公布的公租房房租标
准，沁园新居将按房屋建筑面
积征收，基准租金标准为每月
7 . 96元/平方米，可上下浮动
5%，具体标准将由执收单位与
承租人合同约定。

据了解，在2013年1月初，
沁园新居公租房项目选房工作
就已结束，558套住房全部分配
到了符合条件的单身职工和家

庭。但是项目建成后，由于各种
原因，如水、电的验收未能及时
完成等，造成该公租房迟迟没
能入住。

“从选好房后，每天就不断
有市民打来电话询问沁园新居
什么时候才能入住。其实不光
市民着急，我们也跟着着急，当
时相关的单位没有完成验收，
我们也很无奈，只能向打来电
话的市民进行解释。”慕科长
说，现在验收工作都完成了，正
在忙着做入住前的再次审验工
作。

记者看到，不大的房间里
堆放着好几摞用档案袋装好的
申请人资料。“这些资料我们都
要重新审核一遍。”慕科长指着
档案袋说。“因为距离选房也有

一些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摇
到号的申请者可能有的已经不
在高新区生活工作了，有的从
原有申请单位离职了，有的已
经结婚又买了商品房，有的从
别的区申请到了公租房，或者
还有单身职工合住等问题，我
们都会逐个调查。有需要联合
市房管局方面的，我们也会借
助那边的系统进行排查。”

慕科长说，“排查结束后，
对于符合条件的会发放钥匙、
安排入住，对于不符合条件的，
我们会把他们筛选出去，再将
后面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按排号
依次递补进来，递补会严格按
照《2013年度政府集中建设的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摇号排序规
则》进行。”

超载100%
两辆大货车被查
罚款2000元，记6分

填表少了

办税效率高了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者
任丽媛 通讯员 邹才华 ) 近
日，为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济南市地方税务局高新
区分局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办税
措施，大力推行“免填单”业务。

在高新区地税分局，目前
“免填单”业务共涉及金税三期
系统平台中确定的登记类和发
票管理类以及部分减免税优惠
类的报表共计25个种类，到目前
为止已经为800余户纳税人办理
了各类免填单业务。

据了解，在高新区地税分
局 办 理 纳 税 业 务 实 行 免 填 单
后，极大减轻了纳税人填写报
表的工作量和心理负担，同时
也为纳税人减少了办税时间，
受到广大纳税人欢迎。“下一步
我们将加大对税务登记、纳税
申报以及其他各类业务文书的
梳理和研究，更大范围地推行

“免填单”业务。”高新地税分局
相关领导说。

在推行“免填单”业务的过
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无
法携带或不能携带单位章戳的
企业、领购发票不带发票领购
簿的企业，将享受不到免填业
务的快捷。高新地税分局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纳税人在办理上
述涉税业务时一定要携带好有
关的章戳和资料。

本报4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任丽媛 ) 两辆非法改装、超

载 1 0 0 % 的大货车在凤凰路被
查。16日，高新区交警大队联合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监察大队开
展专项行动，集中治理“四非”
机动车辆，保证辖区居民良好
的生活环境。

为 了 提 高 机 动 车 安 全 性
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4月上
旬，高新区交警大队联合济南
市交通运输局监察大队，严厉
查处非法生产、非法改装、非法
拼装、非法报废回收机动车辆，
开展整治“四非”机动车辆专项
行动，集中治理“四非”机动车
辆违法行为，实现“四非”机动
车源头清零。

16日下午，在凤凰路附近，高
新区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查处了
两辆非法改装的大货车，这两辆
非 法 改 装 的 大 货 车 都 加 了 挡
板，车身加高近40厘米，且在过
磅称重时检查出严重超载，超
载重量达100%。

据了解，对于此次两辆大
货车非法改装，济南市交通运
输局监察大队根据改装情况，
将对其进行5000元至20000元的
罚款。对于车辆超载，将对其罚
款2000元，记6分。

据高新区交警大队交通科
科长董先生称，此次对“四非”
车辆的整治，前期做了大量准
备，充分对辖区“四非”车辆运
行时间、路线进行了分析，摸清
了规律，做到精确打击。“这样
就会更加有效地遏制‘四非’车
辆在辖区非法行驶，保证居民
良好生活环境，规范市场，保证
合法经营业户的权利。”董先生
说，高新区交警大队联合济南市
交通运输局，形成合力，加大了检
查力度，按照各自职责，严格执
法。

沁园新居公租房申请者将进行二次审验。

孙村公租房：

竣工验收完成，部分已入住

孙村公租房位于高新区科
创路与科新路交叉口东南边的
孙村小区拆迁安置房区域内，
由8栋6层的楼房组成，共有住
房1296套。目前楼房主体和相
关的配套设施都已建设完毕，
项目也完成了最后的验收。

据了解，目前，孙村公租房
已经有部分符合条件的市民入
住。“孙村公租房和沁园新居不
一样。沁园新居地理位置方便，

申请的人特别多，孙村公租房因
为位置稍微偏僻，所以我们基本
上是按照需求建造的。”慕科长
说，“我们按照报名顺序对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进行排号，建成后
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目前，孙村公租房房租按
房屋建筑面积征收，基准租金
标准为每月3 . 66元/平方米，
可上下浮动5%，具体标准将由
执收单位与承租人合同约定。

港源新居公租房： 竣工在即，5月将“现房摇号”
港源新居位于邢村立交桥

附近的综合保税区，整个项目
由6个建筑单体组成，其中26层
的住宅4栋、综合配套公共建筑
2栋，共有住宅1173套，其中一
室户341套，二室户832套，户型

比例29：71，单套建筑面积为40
-60平方米。

慕科长介绍，港源新居项
目竣工验收在即，5月底将举
行针对该项目的摇号工作。

“我们根据前期沁园新居公租

房摇号、分配和入住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将在港源新居项目
试点‘现房摇号’，避免此前
期房在交房过程中出现的各
项问题。”

据了解，目前该处公租房

即将竣工验收，申请前的摸底
工作正在进行。由于项目主要
面向综合保税区的企业职工，
所以对于高新区普通市民能不
能申请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政
策。

涵园新居公租房： 已经开建，预计2016年建成
涵园新居公租房项目位

于高新区涵源大街以北、凤
凰路以东，占地97 . 1 4亩，总
建筑面积约 1 9万平方米，其

中 3 0 层 的 高 层 3 栋 ( 1 - 3 号
楼)，18层的高层8栋(4-11号
楼)，共有住房2510套。

据了解，涵园新居公租

房是高新区在2 0 1 3年8月份
开始建设的新一期保障房项
目，目前项目已经动工，正在
进行前期的地基挖深工作，5

月份左右开始主体的建设，
整个项目预计将于2016年建
成。

大量申请者资料等待重新核实。

在高新区在建的公租房项
目中，还有一个商品房小区“配
建”项目——— 位于旅游路和凤
凰路交叉口的中铁逸都国际配
套公租房。项目共有房源422
套，面积都在60平方米以内。

“根据政府的规定，在每年

的土地出让交易中，需要有部
分土地配建公租房项目，其中
就有位于高新区的中铁逸都国
际。”慕科长介绍。

据了解，中铁逸都国际
公租房是济南市首次试点的

“商配公”小区之一，项目目

前已经开始进行楼体地上部
分的建造。“预计今年就可以
封顶，相关的配套设施完成
后进行竣工验收，大概明年
就可以交房。”

“高新区的公租房是济南
市最早建设、最早分配、最早入

住的公租房，所以在建设分配
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
方，我们目前也在探索，希望市
里关于公租房各方面问题的规
定细则能早日出台，那样我们
的工作也就能更好地展开了。”
慕科长说。

中铁逸都国际配套公租房：“商配公”试点小区预计明年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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