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多家省直单位房改房维修资金移交济南

33..7722亿亿资资金金被被激激活活，，修修房房不不再再愁愁了了

2015年12月7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吕华远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

C06-C09

本报记者 喻雯

30多年屋顶漏雨

难题解决啦

“我们单位52栋宿舍楼的760
万维修资金都被激活，目前已经
有10个楼用了维修资金对房子进
行维修。”6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人员何先生说，像南辛街上的一
栋宿舍楼已经有30多年了，维修
资金在移交之前，从来没有用过，
这些钱一直在账上“沉睡”着。

何先生说，单位宿舍楼分布
比较散，房改后的房龄多在二三
十年，各单元的房顶普遍出现漏
雨问题，公共管道等设施也出现
了老化。此前，宿舍的房顶坏了，
都是单位拿钱来修，资金有限，
每次的修修补补都不彻底。“原
本我们知道有维修资金，但是不
知道怎么用。”何先生说，省直房
改房维修资金顺利移交资金中
心管理之后，工作人员把钱都按
要求建好了账，还派专人上门提
供服务，帮助完善手续、提交申
请，并第一时间拨付维修资金，
已有10个楼进行了维修。

除此之外，省邮电系统的单
位宿舍、省医疗器械公司宿舍等
省直单位维修资金在移交到济
南后，都顺利拿维修资金维修了
下水管道等。

记者了解到，自1997年房改
以来，驻济600余个省直单位、省
属高校以及中央驻济单位的
12 . 7万余套公房参加了省直房
改，这些单位宿舍房龄大多在20
年以上，部分房屋因年久失修，

出现漏雨、下水管道破裂、堵塞
等现象，职工需要使用维修资
金，却不知道自己的楼房有没有
维修资金，也不知道如何申请，
找谁申请。这样一来，大量的维
修资金“睡”在账面上，面临“有
钱不能用”的困境。

3 . 72亿维修资金

能修房用啦

既要解决职工的燃眉之急，
又要减轻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
担，同时避免房改房维修资金被
闲置，利用济南已有的住房维修资
金管理机构，实现省直房改房维修
资金的属地化管理，是最方便最合
适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济南市住房维修资金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说，1997年省直
房改时，已售公有住房按规定提
取了一定比例的专项维修资金，
由省财政厅专户存储。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房改房逐渐进入维
修高发期，但由于管理机制尚未
理顺，维修资金面临申请难度
大、使用比率低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山东省政
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把省直房改
房的专项维修资金全部移交济南
市管理，以解决困扰部分群众多年
的维修资金使用不便、房屋老旧难
以维修等问题。省级机关事务管理
局、省财政厅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与济南市相关部门协商，决定将省
直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按区域、院落、楼号设立分账户
后，全部移交济南市管理。

“我们抽调专人成立了工作
班子，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确

保各项工作能够向前推进。”该负
责人说，据统计，纳入省财政厅统
一管理、在省直房改经办银行设
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的省直
房改单位（含省属企业、大专院
校、中央驻济单位）共计610家，其
中有21家单位结束房改后其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返还单位自行管
理。本次集中整改落实阶段，对统
管的589家单位中符合按幢、按户
设账条件的400家单位，全部完成
了建账工作，同时按照济南市房
改房最低维修资金标准计算出了
各楼幢维修资金实际数额及缺
口，并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全部
划转到济南市有关部门指定账
户。对由于各种问题达不到建账
要求的单位，对其建账和资金划
转事宜也做出了妥善处理。到目
前为止，省直维修资金已移交500
多个单位，涉及3 .72亿元。

漏雨等应急维修

有绿色通道

3 . 72亿维修资金被移交激
活后，省直单位宿舍的职工维修
房子时能带来哪些便利？

济南市住房维修资金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开设每
周七天工作制的省直维修资金服
务窗口，全面受理省直维修资金的
使用申请。针对业主需求，中心将
指导济南市6条房管热线维修队伍
与省直房改房业委会或售房单位
后勤部门建立联络机制，提供24小
时高标准维修服务，最大程度发
挥维修资金的作用。

“省直房改房的专项维修资
金移交济南市管理后，对于居住
市民来说，至少能带来两方面的
便利。”该负责人说，按照之前规

定，省直房改房维修并没有相关
应急程序。移交之后，对屋面严
重漏雨、电梯因故障停运、消防
设施损坏等危及业主生命财产
安全的维修项目列入应急维修
范畴，可不通过三分之二业主表
决，通过审核后直接进行抢修，
简化了申请流程，缩短了审批时
限，提高了审批效率。原来正常
维修5个工作日审核完成，应急
维修2个工作日即可审核完成，
特殊情况立等可取。

此外，省直房改房按幢建账
之后，一般维修可以分幢由业主
签字，无需小区业主全部同意，
大大增强房屋维修的灵活性。举
例来说，一家省直单位宿舍有8
栋楼，只有1号楼的屋顶漏雨，在
动用维修资金时，只要这一栋楼
的相关业主同意后就可以申请
维修了。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王禄萍

食材抽样快检把关

问题草鱼被退回

近日，长清大学科技园多家
高校食堂检出不合格食品。多数
高校食堂每天都要接待上万师生
就餐，等食材检出问题再处理，问
题食品大多已经被师生们吃进肚
子里了。其实，不少高校食堂都有
相对固定的食材供应商，但农产
品不像预包装食品那样多有出厂
检验，一旦在种养环节出了问题，
采购时无法从外观判断是否合
格。

“现在进蔬菜、肉类多数是
靠运气，有没有少量农药残留，
长期会不会对身体有害，这个没
法保证。”一名学校食堂工作人
员说，学校食堂大规模购菜、购
肉，可能更好溯源，但是食堂也
没有特别的把关措施，随着济南
市抽检力度的增大，出问题的风
险也大了。

实际上，上述问题并非无
解，已经有学校食堂在采购环节

上通过检测来把关。在今年济南
市第二、三季度学校食堂监督检
查中，两次得分最高的都是山东
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食堂。而两
次随机检查的该校第三食堂、第
四食堂都配备了快检室，主动对
采购的肉菜把关。

3日，市中区食药局在山东电
力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了学校食堂
观摩学习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
了该校第四食堂的检测室。四五

平米大的快检室分为蔬菜检测区
和肉类检测区。蔬菜由紫外分光
光度仪检测酶的活性，然后测定
农药残留和有机磷是否超标。该
校食堂负责人介绍，食堂每天大
概进4000公斤食材，每天早上会
抽检5种蔬菜，批次则根据具体的
进货情况来确定，高风险的蔬菜
每天都要抽检。“比如现在这个季
节，韭菜农残风险高，我们每天都
要检查。”

鱼类、肉类则通过试纸来检
测，每星期检测一次。快检室里
配了亚硝酸盐、注水肉、酸价、过
氧化值、孔雀石绿等快速检测试
纸，残留了瘦肉精、孔雀石绿的
肉类和鱼类能在快检环节现形。
该校食堂负责人说，11月30日
时，食堂还真检测出了问题食
材。“快检的草鱼里含有孔雀石
绿，我们立即联系厂家退回了这
批鱼。”该负责人说，看到快检结
果后，食材的供货商二话不说就
给退了。

食材可百分百追溯

明厨亮灶随便挑刺

目前，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
校一共有三个检测室，东区有两
个，西区有一个，第三食堂在东
区，第四食堂则在西区。学校负责
人说，检测室建设的时间都比较
早。早在2010年时，西区的第四食
堂就建了一个，到了2011年和
2012年，东区食堂也先后建了两
个。

不过，建一个检测室的花费
也不小。记者了解到，光是购买
检测室内的紫外线光度仪就要
花3万多，检测试纸则从几十到

几千元不等，6台臭氧洗菜机每
台都要3 . 5万，还要聘请专人在
检测室工作。投建和运行一个检
测室得花好几万甚至十几万。目
前，驻市中区的学校食堂共有7
个检测室，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
校就占了3个。

“检测室是我们的一个优
势，学校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问
题，通过用心经营来实现食品安
全的目的。”该负责人说，除了检
测室，规范管理也对食品安全起
到很大作用。食堂里对规定的14
类食品实行索取检验合格证，登
记存档，能做到100%可追溯。而
且，物品分类入库、专室专用、先
进先出，包装没有过期变质食
品。

学校的后厨和餐厅隔墙还
是玻璃幕墙到顶，用餐的师生可
以透过玻璃墙看到后厨的卫生
条件和厨师加工的全过程。

学校还倡导低盐的健康饮
食，加强营养配餐。营养师负责
开发营养食谱，指导厨师改进
烹调方法，减少油炸、煎烤食
品，增加清蒸、水煮等加工方
式，控制油盐的使用量；增设“清
淡饮食区”，倡导低油少盐、健康
饮食。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俗称住房“养老金”，是专项用于维修、维护住房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资
金。济南市住房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自组建以来，在破解维修资金使用难、创新维修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率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省直房改房维修资金属地化管理全国首创、自主研发全
国首个业主自治管理平台……济南在住房维修资金管理方面的创新经验由此走向全国，即日起，本报将
推出“关注住房‘养老金’”专题报道，深入全面了解维修资金“能用并且好用”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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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单位房改房修房不用愁了！作为全国首个省直房改
房维修资金属地化管理的城市，目前500多家省直单位“住房
养老金”移交到济南，3 . 72亿元的沉睡资金被激活。如今，省直
单位宿舍职工修房时，可以走应急维修的绿色通道，省时又
便利。

部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问题频现

学学学学““状状元元食食堂堂””是是咋咋把把关关的的

省城学校食堂每
天就餐师生能有上百
万人次，但近期却有部
分食堂检出不合格食
品。学校食堂安全真的
那么难保障吗？人家

“状元食堂”又是怎么
做到的呢？近日，记者
探访了连续两季度在
省城学校食堂检查排
名中夺冠的山东电力
高等专科学校食堂。

房屋维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在做维修核查。(资料片)

关注住房“养老金”①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食
堂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室做检
测。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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