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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下半年
2012年入住

C04 C05

公租房租赁对象

锁定几类人群

今年8月底，济南市六大片

区的公租房项目集中开建，分
布在五区和高新区，建成后将

提供2 . 3万套公租房。9月21

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开展公共

租赁住房试点工作的意见》(以
下称《意见》)，从公租房建设、

户型及价格等多方面做了解

释。《意见》中明确了试点范围：

具有市内五区和高新区常住居

民户口的市级以下单位或自主

择业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及新就业人员，以及市引
进人才。

这些人享受公租房的相关

标准是什么？申请程序是什么？

不少“夹心层”人群对此非常关

注。对此，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住房保障处处长王浩表

示，根据《意见》要求，房管部门

正在积极制定配套政策。为了

公租房申请审核工作的全面展
开，他们初步拟定了各类群体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单身职

工、引进人才及特殊群体)享受

公租房的相关标准和申请程

序，审核程序的软件开发也已
全面启动。“具体的申请标准以
及详细的申请程序将在明年5

月前后出台。”王浩说，为了详

细了解各类群体的住房需求，

他们目前已开展公共租赁住房
需求调查工作，主要是针对中

等偏下收入家庭开展不同层次

的住房现状调查和住房需求情

况调查。

据了解，租金实行政府指

导价，总体不高于市场租金的

70%，每两年调整一次。租赁期

限为4年，符合条件的可以续
租。定期审查，不合格者及有严

重违规行为的实行强制退出。

历下市中天桥

都有公租房小区

今年8月底集中开建的六

个公租房小区包括历下区的龙

泉花园、市中区的文庄新居、天

桥区的清雅居、长清区的雅居

花苑、长清大学园区的乐天居

和高新区的沁园新居，总建筑

面积近140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56亿元。根据计划，济南市

公租房将以主城区建设为重

点，房源主要通过新建、配建、

改建、收购、合建、其他住房按

规定转换、长期租赁等多种方
式筹集。

“为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速度，简化审批程序，开

辟绿色通道，我们也做了相关

工作。”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局长高立文表示，目前，《关

于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有

关问题的通知》在征求了相关

部门的意见后，已完成了修改

工作。此外，为了规范公共租赁

住房的建设标准，房管部门起

草了《济南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试行标准》，也已征求了各有关

部门意见，现正在修改完善。

“为推动公共租赁住房的

建设启动，我局配合市财政、审

计部门起草了《政府投资保障
性住房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上周已完成部门会签。”高

立文说：“总之，我们只有一个

目的，尽快让符合条件的人住

进公租房。2011年，接受群众

申请后，力争最早在2012年入

住。”

想租得统一申请

选房公开摇号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实行
申请、审核、公示、摇号、轮候、

配租的程序。”王浩称，符合条

件的家庭，只能配租一套公共

租赁住房。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的单身人员、引进人才及其他

情形的特殊群体，由所在单位

或相关职能部门统一提出申

请。

“成套公租房也是通过摇
号方式公开选房，经市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核准后，签订租赁

合同。”王浩表示，为了创造

公开、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他

们正着手编制相关的软件系

统。

“我们主要通过‘三步走’

的方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高立文称，今年为试点准

备阶段；2011、2012年为全面

启动建设阶段；2013-2015年

为强力推进阶段。力争至“十二

五”期末，形成以公共租赁住

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

为主要架构的住房保障体系，

保障性住房供应实现多层次、

全覆盖，全面解决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单身职工人员的基本

住房需求。

对于已租出的公租房，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将建立动
态管理机制，对租房人的承
租资格每两年审查一次，并
对违反合同的租房人收回房
屋。

房屋出租后，住房保障
管理部门会对承租家庭及承
租单位定期进行走访、抽
查，及时发现和掌握各种变
动情况，对违规行为及时纠
正或处理。对违反合同约定
的租房人，出租人将解除租
赁合同，收回公租房，并载

入租房人的个人诚信档案，

该租房人5年内不得申请任
何一种保障性住房。

租房人不能按时退出公
租房的，经住房保障管理部
门批准，可给予3个月的过
渡期，过渡期内按合同签订
时的市场租金收缴房租。租
房人在过渡期满后拒不退
出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此期间按合同签订
时的市场租金上浮 5 0%收
缴房租。

2009年选中天保新居廉
租房的387户家庭，啥时可
以入住新房？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住房保障处处长
王浩称，经过多方协调，本
月底前后，居民有望入住新
家。

据了解，天保新居位于
天桥区宝华街209号，建筑
面积为21388 . 48平方米。该
小区有两栋住宅楼，一栋为
11层，一栋为18层，可提供
房源户型包括两室一厅、一
室一厅，单户建筑面积不超

过50平方米。

王浩说，小区眼下还不
能入住的问题主要在于水、

电、暖等管线一直没通。

“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协调
工作，早在去年7月，各种
管线和主管线的对接已经完
成，目前问题就在于管线要
穿过铁路，一直没有通。”

王浩称，在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11月9日，供水管线
过铁路的部分已开始施工，

预计到本月底前后，小区就
可以达到入住条件。

济 南 市
《关于开展公共

租赁住房试点工作的意
见》已于今年 9月份出台。目

前，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正在制定
相关配套政策。

格动态管理

承租资格两年审一次

不合格者房屋将被收回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喻 雯 王光营 赵丽

见习记者 任志方

格相关阅读

天保新居387户家庭

有望月底前后入住

房管部
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明年5月前后，将出

台具体的申请标准及详细的申请
程序。明年下半年，符合条件的市民可

以进行公租房申请。

申请公租房，得等
市内六大片区可提供2 . 3万套公租房，最快可于

个人怎样申请公租房？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房保
障处处长王浩称，个人若想租
住公租房，需要通过所在单位
统一提出申请。

据了解，公租房租赁对象
主要针对那些买不起商品房，

条件又不符合购买经适房和申
请廉租房的城市“夹心层”，具
体来说就是具有市区常住户口、

家庭成员在市级以下单位就业或
自主择业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含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及
无房单身职工，经市人才工作管
理机构认定且在济无住房的引进
人才及其他情形的特殊群体。已
享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或已购
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和个人
不得申请。此外，有稳定职业并
在市区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
工人员，条件成熟时也将逐步
纳入保障范围。

“在符合申请条件的前提
下，公租房的申请人分三种情
况提出租住申请。”王浩说，单
身职工需要通过单位统一提出
申请；引进人才由引才单位或
引才园区统一提出申请；其他
情形的特殊群体则由相关职能
部门统一提出申请。申请单位
负责审核申请人员及所提供材
料的真实性。

单位提出的申请由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审查核准后，根据
房源和申请单位数量及申请人
数，合理确定房源配置比例并
向社会公示。申请人员住房的
分配方案由申请单位制定和实
施，配租情况报市住房保障管
理部门备案。

房源分配后，由申请单位、

申请人与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三方签订租赁合同。入住人员
的管理责任由申请单位承担。

公租房租金标准原则上不
高于同地区市场平均租金的
70%，租房人如果拖欠租金或其
他相关费用，住房保障管理部
门将通报其所在单位，并从其
工资收入中直接划扣。

公租房价格由相关部门联合
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每两年向社
会公布一次。按照规定，租房价格原
则上不高于同地区市场平均租金
的70%，并根据贷款利息、地段、朝

向、楼层、物业服务标准、维修费、配
租对象类别和收入分别确定。

租房人要根据租赁合同规
定向相关单位缴纳房租，租赁
合同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统一
制定，载明租金标准及支付方
式、租赁期限、物业服务费缴
纳、退出约定、违约责任等事
项。公共租赁住房一次租赁期
限最长4年，续租须在合同期满
前3个月提出申请。

格租金标准

不高于市场价的70%

每两年公布一次

格申请方式

申请要由单位出面

每个家庭只能租一套

龙泉花园小区效果图。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