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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雅雅居居公公租租房房周周日日就就能能入入住住了了
以楼号分期分批办理,去年和前年申请中号家庭一起入住

万套存量房

符合转公租房条件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丹 邓迪

新一轮棚改政策，对存量房转
化安置房有了新探索，鼓励发行房
票等形式来进行安置。记者了解到，
为了缓解商品房高库存压力，完成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济南在
公租房建设上做了多方面探索。

济南市统计局统计数字显示，
去年济南的商品房待售面积为117 . 3

万平方米，增长了15 . 7%。从济南当
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和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需要来看，推动“存量房转
为公租房和安置房”，既能够减轻商
品房库存压力，又有助于解决安置
房和公租房筹措房源难、选址建设
难等问题。

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说，市场上的存量房，包含两部
分，一部分是由开发商建成尚未出
售的房源，也就是新建商品房，还包
括老百姓手中等待出售的房源。按
照要求，公租房面积要控制在60平
米以下，目前济南房地产市场小户
型并不多。

为了做好房源摸底，近期有关
部门委托5家大型中介机构对市场
房源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市场上
30-69平米的房源数量约为6800套，
这5家机构所掌握的房源约占市场
总份额的50%，去掉房源重复等因
素，初步计算整个市场上符合条件
的存量房数量在10000套左右。

此外，今年公租房4400套的建
设任务，也采取了创新模式。有近
3000套是通过开发商代建完成的。
还有一家建设单位试点的是转化，
旧城集团为了盘活棚改安置房，将
安置任务完成后剩余的房源按照公
租房的户型、面积等要求进行转化。

“不管是存量房转化公租房，还
是代建、配建，都还处于一种摸索试
点阶段。”该负责人说。

14个棚改项目中一半多住户已签征收补偿协议

近近三三成成住住户户选选择择货货币币安安置置补补偿偿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丹 邓
迪） 济南今年要改造棚户区
住房8089套。23日，记者了解
到，截至3月底，14个棚户区改
造中，已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的居民为4377户，已完成今年
总改造户数的54 . 1%。这些签
协议的户数中，近三成的住户
选择了货币安置补偿。

济南市规划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更好地完成棚改
任务，建立了保障性安居工程
棚改项目台账管理制度，组织
项目责任单位制订详细的月
度推进计划，实行严格的月报
统计和台账管理。以3月份为
例，他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台
账，台账对每个片区的改造进

度做了详细统计，比如居民选
择货币、回迁房等各种安置形
式都做了分类统计。此外，每
个项目目前的开工进展情况
也有了统计。

从台账来看，截至今年3
月底，14个棚户区改造中，已
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居民
为4377户，占到今年总改造户
数的54 . 1%。从选择的安置方
式来看，已经签订协议的4377
户被征收户中，选择货币化安
置补偿（非新建）的户数达
1172户，占到已签订协议户数
的26 . 8%。

具体来看，目前货币安置
补偿主要分为三种形式：政府
收购房屋安置、居民选购商品
房安置、居民自由支配补偿

款。济南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
说，目前政府积极推行货币化
安置，符合条件的商品住房可
作为棚改安置房。市房屋征收
部门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制定利用商品房实施棚改房
屋征收安置管理办法，积极采
取搭建购房平台、购买定制房
源、发行房票等方式引导被征
收人通过购买商品住房满足
安置需求。

“搭建购房平台、购买定
制房源、发行房票等都是居民
选购商品房安置、政府收购
房屋安置的重要形式。”该负
责人说，这些住户拿到货币
补偿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从这三种形式中选择适
合自己的。

从14个片区的改造项目
来看，百户左右的小项目居
多，其中历城区北园大街第三
粮库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58
户，是今年改造户数最少的项
目。对此，济南市规划局有关
负责人说，济南市自2007年开
始国有土地上棚户区改造，已
经陆续改造近40个大片棚户
区和60余个零星棚户区。随着
棚户区改造的深入，大规模连
片的项目越来越少，零星小地
块会相对居多。

在改造的进度上，长清区
两个项目长清木材厂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平安易居棚户
区改造项目以及天桥区泺口
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完
成了年度开工改造目标任务。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丹 邓

迪） 济南最大规模公租房清
雅居本周日开始发钥匙。23
日，记者在项目现场了解到，
小区6014套房源已全部分配
完毕，去年和前年申请中号的
家庭可一起集中办理入住，办
手续的顺序以小区的楼号分
期分批进行。

23日上午，记者在清雅居
公租房看到，小区已经具备入
住条件。清雅居公租房项目于
2011年8月开工建设，2013年
12月基本完成。清雅居规划面
积37万平方米，共建设住宅
6014套，其中，一室户4178套，

二户室1836套，分别占总房源
的69%和31%。到目前为止，清
雅居公租房项目房源已经分
配完毕。

“清雅居公租房是目前
济南市建设标准最高、建设手
续最完备的公租房项目。”济
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小区水、电、燃气、
供热配套齐全。周边公共服务
设施也很完善，1公里范围内
有7个公交站点，多个农贸市
场、商店和超市，小区还规划
了地下菜市场。在教育和医疗
方面，3公里之内有4所幼儿
园、4所小学、3家医院，基本满
足了清雅居小区居民的出行、

购物、上学、就医等需求。
“计划4月26日也就是本

周日开始办理入住手续。”该
负责人说，该项目是2013年和
2014年公租房申请的主要房
源之一，目前已全部分配完
毕。去年和前年申请并已经摇
号的公租房准入户，此次都将
入住。该负责人介绍，入住办
理与哪一年申请没有关系，是
按楼号来排序，从一号楼开始
依次往后分期分批办理。从办
理入住步骤上来看，公租房入
住前要首先对住户的条件进
行复审，复审合格后，正式交
钥匙前还要签订租房合同、物
业合同以及水、电、燃气等专

项合同，业主与多部门工作人
员进行入户验收，没有问题才
能交钥匙。“综合各项手续下
来，一天最多能为100户办理
入住手续。”该负责人表示，交
钥匙之前会电话通知，租户可
提前安排好时间。

记者了解到，在请雅居办
理入住手续之前，2014年11月
18日，全市首个政府集中建设
的 大 型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项
目——— 西蒋峪和苑公租房开
始办理入住手续。截至目前，
已有2500余户申请家庭办理
了入住手续。从本月26日起，
清雅居项目的6014套房子也
将陆续迎来主人。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邓迪 张丹

清雅居公租房26日开始办理入
住。在此之前，西蒋峪公租房的2500

多住户已入住。入住后，有部分住户
反映，由于工作地点离小区距离较
远，公租房可不可以换房？

23日，西蒋峪一住户朱先生称，
他春节前搬进了小区一套两居室房
子。朱先生说，小区的环境不错，房
子配套也好，但就是离工作地点远。

“我在西郊一家单位上班，西蒋峪的
房子在东边，来回太不方便。”朱先
生说，他想换到西边的公租房如高
铁西侧的项目，只要户型一样，其他
没有太多的要求。

对此，济南市房管部门有关工
作人员说，公租房目前还在陆续办
理入住手续，有关换房的需求属于
公租房后期管理，目前后期管理规
定还没有出台，能否换房还没有明
确的政策依据。

记者了解到，济南的廉租房在
满足了有关条件，是可以换房的。根
据规定，廉租户因身体、家庭人员变
化等情况需要调房的，应在原配租
住房住满一年后提出申请，经保障
中心批准后，选择互换或重新摇号
选房的方式调整住房。

“按照廉租房的管理办法，公租
房调换的话也只能在住户之间进
行。前提也得入住一年以上。”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西蒋峪公租房从
入住到现在仅四个多月，“即使入住
时间满一年，目前也没法置换,因为
现在政策上还是空白。”

想调换公租房

目前难实现
公租房后期管理规定尚未出台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丹 邓迪

今年济南明确了14个片
区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为了完
成改造任务，济南市规划局制
定了《2015年城市棚户区改造
工作考核试行办法》，重点考
核项目完成、建设手续办理等
内容，考核不合格的责任单
位，相关责任人将被约谈并通
报批评。

参与此次考核的对象为

承担2015年市本级城市棚户
区改造任务的责任主体，具体
为市中区、天桥区、槐荫区、长
清区、旧城集团、城投集团、滨
河集团。

考核实行指标量化百分
制，重点考核棚户区改造任务
完成情况、建设手续办理情
况、资金使用情况、工程建设
情况和工作衔接配合等五项
指标（总分100分）。以各项指
标总得分为最终评定结果。责
任主体有多个项目的，按照等

权平均比例计算。
具体来看，考核采取集中

听取汇报、查阅有关资料、实
地察看等方法进行打分。按照
考核内容量化评分。满分为
1 0 0分，考核结果分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考
核总得分90分以上(含90分)为
优秀，80分-90分(含80分)为良
好，60分-80分(含60分)为合格，
60分以下不合格。

“考核不合格的责任单
位，由市领导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约谈，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批评，责成主要负责人及项目
负责人向市委、市政府作出书
面检查。”济南市规划局局长
贾玉良说，考核工作在市政
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市发
改委、财政局、国土局、规划
局、城乡建委、房管局六部门
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工作组，
同时邀请省棚改主管部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考核
打分。考核工作于10月中旬进
行。

七七大大棚棚改改建建设设单单位位将将被被考考核核
项目完成不合格会被约谈并通报

清雅居公租房项目。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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