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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人才租赁房5万套
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杰 刘飞跃 戚云雷

加强房地产监测评价
完成三年住房租赁试点

“新的一年，济南市将继
续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11日，济南市人大代
表、济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勇介绍，济南
将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评价，
建立全市房地产市场监测管
理系统，“为分析研判房地产
市场形势和实施有效调控提
供数据支撑，推动房地产行业
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们也将完成三
年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新增
房源12 . 4万套（新建、改建6
万套，盘活6 . 4万套），培育发
展10家专业化、规模化住房
租赁企业。”陈勇说，为满足
新市民住房需求，规范发展
长租房市场，济南正编制“十
四五”住房租赁发展规划，加
大租赁房源筹集力度，推进

“商改租、工改租”，并将进一
步提升住房租赁市场服务水
平和监管能力。

此外，济南还将推进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试点工作，

全年筹集房源6万套（间），租
赁住房补贴全年发放不低于
7800户。

“2021年筹集人才租赁
住房5万套（间），为济南打造
良好引才聚才环境。”陈勇
说，为健全人才安居体系，济
南正完善租购并举的人才住
房制度体系，加快构建“购、
租、补”一体的人才安居体
系，统筹各类租赁住房优先
用于人才住房。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
加大历史建筑保护

2020年，济南市老旧小区
改造从“面子”转向“里子”。老
旧小区水电气暖、民生服务设
施改造等50个项目、605万平
全部开工，惠及居民6 . 2万余
户。

而新的一年，2021年济南
将计划改造老旧小区约600万
平方米，加快济南市老旧小区
的“面子”“里子”双提升，探索
老旧小区改造的新模式。“推
动建立政府、居民和社会力量
共建共治共享的老旧小区改
造政策机制，探索金融支持市
场力量参与改造的可复制可
推广模式。”陈勇说。

“2021年底前，完成省棚

改安置房新开工任务 7 5 5 5
套，基本建成任务10107套；
国有土地方面，计划完成征
收房屋4500户，拆除90万平
方米。”在加快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方面，陈勇介绍，济南
将进一步加大“规划、项目、
资金、房源”统筹力度，完善

“功能性国企实施、国开行贷
款支持”运作模式，推动“中
优”范围内的棚户区、城中村
率先改造。

“我们也将探索通过市场
化收购、房屋置换等多元化方
式，解决‘留、改、拆’城市更新
项目房屋征收难题。”陈勇说。

改造好老城区，将历史文
化保护好是关键。对此，陈勇
介绍，济南市抓好《济南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贯彻
落实，签订《历史建筑保护责
任书》，加快建立分类科学、保
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体系。

抓好“新城建”
打通数据壁垒

2020年，济南市成功入
选首批16个“新城建”国家试
点城市。基于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济南市加快推进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将打造‘智慧住
建’综合数据平台。”11日，陈
勇介绍，济南将抓好“新城
建”试点工作五项任务。按照

“新城建”试点工作任务，打
通数据壁垒，推进“CIM平台
建设、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
化协同发展、促进城市运行
智能化发展、智慧物业建设、
构建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等5项任务。

陈勇介绍，济南市还将加
大对“新城建”产业链龙头骨
干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培育
本土骨干企业，促进产业融
合，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新城建”产业链。
更值得指出的是，“新城

建”方面，济南还在全国首创
BIM（建筑信息模型）版数字
住宅使用说明书系统，以数字
化交付的模式方便业主使用
管理。

据了解，2021年，济南将
全面推行BIM版商品住宅使
用说明书，建立商品住宅数
字交付国家标准，还将制定
在规划、招标、设计、图审、竣
工验收全链条的刚性制度，
建 立 健 全 奖 励 制 度 ，推 动
BIM技术应用。此外，还将在
先行区率先试点工程建设项
目BIM审批系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悦 夏侯凤超

1月11日，济南市政协委
员，济南市卫健委副主任、济
南市疾控中心主任阮师漫就
济南市疾控中心迁建及新冠
疫苗接种情况接受了记者采
访。

“在这次疫情中，关于疾
控中心的建设也得到了社会
各界非常大的关注，也是在
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我们仅用5个月就完成了项
目的立项，仅用10个月就已
经实现了开工，目前济南市

疾控中心的迁建项目已经正
式开工。”

据了解，新的疾控中心
位于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
心，占地 3 0亩，建筑面积将
达到 5 5 0 0 0 平方米，“我们
的目标也是瞄准建设国内
一流的疾控中心来进行定
位，相信随着我们疾控中心
迁建项目的全面启动，下一
步会带动我们整个疾控工
作硬件软件上的一个大的
提升。”

目前济南已经完成了4
万多人次的新冠疫苗接种。
阮师漫表示，对于新冠疫苗

的接种大家也比较关心，我
们现在也是按照国家和省市
的有关要求，分步逐批来进
行接种。现在接种主要是这
样两类人群，一类是高风险
人群，另外一类是保障社会
运营的一线的工作人员。在
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进口冷
链接触的危险人群的接种，
现在正在同步推进的主要是
这些国内国际交通行业，包
括医疗卫生行业以及保障社
会运转的一些一线岗位上的
接种。

“根据国家的要求，我们
这次整个的紧急接种分三阶

段进行，我们要在 1月 3 1日
之前完成这几类重点人群的
接种任务，在 2月 1日到 5日
进行一次查漏补种。因为我
们这一次接种主要还是一次
紧急接种，大家也都比较关
注关于疫苗有条件的上市的
许可已经开始了，下一步我
们也会根据疫苗的整个采购
情况，以及如何在普通人群
中间开展疫苗接种逐步进行
推广，也请广大市民不要着
急，我们会根据统一的风险
评估和有关疫苗的数量来合
理地安排接种的人群。”阮师
漫说。

济南市疾控中心迁建项目开工

新冠疫苗将分步逐批进行接种

2021年济南老楼加装
电梯事业如何开展？济南
市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
进展如何？面对“新城建”
工作，济南又将做哪些尝
试？针对上述问题，1月11
日，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陈勇接受了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济南市人大代表

济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局长陈勇

济南市政协委员

济南市卫健委副主任

济南市疾控中心主任阮师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于悦

1月 1 1日，济南市政协
委员、济南市文旅局局长郅
良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济南市
文旅局将充分挖掘利用好黄
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助力
文化济南建设。

“要做好规划引领。”郅
良表示，要对标《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编制好《济南市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参与
编制黄河生态风貌带规划等

重大规划，把准济南黄河文
化传承弘扬的工作方向和目
标定位，整体、系统、科学地
谋划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
扬。

同时要突出文化保护。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文物
大市，我们应严格落实《济南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在古城更新中更应把保护放
在第一位。”郅良说，要落实
好文物保护利用一系列规
定，完善考古勘探发掘前置
意见，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
关系，开展文物拯救行动，加
大对文物及文物遗址保护抢

救和修复力度，加快推动泉·
城文化景观申遗。

“在丰富传承载体方面，
济南将规划建设一批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重大文旅项
目，全面展现毛主席视察黄
河纪念地、百年铁路桥、鹊华
秋色等自然人文风貌。策划
建设黄河文化中心、黄河文
化主题公园、综合性文化馆
群等。”郅良说，提升东部历
史文化高地建设，规划启动
大辛庄国家遗址公园，提升
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公园
等。整合各区县优质人文、自
然等文化旅游资源，做好泺

口古镇、济阳乐华城文旅综
合体、齐长城等重要文旅项
目打造，形成独具济南特色
的旅游产品。

另外，要拓宽宣传渠道。
郅良说，积极参与黄河文化
传承工程和“中国黄河”国际
形象推广活动，深入传承黄
河文化基因，积极申办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搭建文明互
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加
强沿黄城市合作交流，联合
推出一批文化交流活动、展
会等，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

“泉水”与“黄河”共同走向
世界。

充分挖掘利用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助力文化济南建设

济南市政协委员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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