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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有关领
导和各方面代表以及公证处监
督公证下，市房产局公开举行
了市城区首批廉租住房电脑摇
号分配，236 户获得了廉租住
房租住资格。自实施保障性住
房分配工作以来，市房产局始
终坚守公平分配这条“生命
线”，始终做到全过程公开、全
社会公示、全方位监督，确保把
房子公开、公平、公正地分到最
需要的人手里，让保障性住房
分配成为“阳光工程”。

把好“入口关”，让符合条
件的人“进得来”。按照“四审两
公示”的程序对申请人进行审
核，即要求先由申请家庭到户
口所在社区填表申请，再进行
社区入户调查、街道办事处初
审、区人民政府复审及市房产
局审核四道审核程序,经区人
民政府、市房产局二道公示程
序确定入围名单。

把好“现场关”，让承租人
“放得心”。公开摇号分配时，相
关领导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入围住户代表进行现场监督，
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的全程公证
下公开摇号，让摇号全程在阳
关透明下进行，从而实现分配
过程公开、分配结果公开，保证
结果公平。对被举报并经查证
不符合分配条件的，坚决取消
其住房保障资格。

把好“出口关”，让不合条
件的人“退得出”。加强保障性住
房合同管理，明文规定承租者的
权利与义务，对违规使用住房的
行为按规定或合约予以处理。进

一步完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
统和保障性住房档案，对保障对
象家庭住房和经济状况进行动
态监测。对不再符合保障条件，
或购置、租赁继承、受赠其他住
房的，按规定退出。对以虚假资
料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的，一经
查实，立即责令退出或退还，并
取消其5年内再次申请购买或
租赁保障性住房资格。通过这一
系列措施,让保障性安居工程成
为名副其实的阳光工程惠民工
程暖心工程。

把好“管理关”，让承租人
“住得舒心”。随着我市公租房陆
续分配入住，公租房的管理已由

“建”向“管”过渡。2016年10月，
为加强公租房的后续管理工作，
市房产局成立了邵阳市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负责市区保障性住
房的分配和运行，并对各县市保
障性住房分配和运行进行业务
指导。在公租房小区管理方面，
市房产局主要采取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实行物业管理和通过政
府公益性岗位安排人员对小区
卫生保洁两种管理模式，为承租
家庭提供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形
成“承租人住得放心，政府管得
省心”的良好局面。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市房产局将继续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敢
于担当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
风、攻坚克难的韧劲，提高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全面开创我市
住房保障工作新局面，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百姓。

分配运营并重，公平公正“更舒心”

从从““忧居忧居””到到““优居优居””
———市房产局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纪实—市房产局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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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在老百姓心中，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住
所，也是承载希望的港湾。而在住房困难群体心中，
对住房的渴望更加炽烈，更加浓厚。

2008年以来，为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我市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市房产局
紧紧围绕住房困难群众的所需、所急、所盼，以“住有所
居”为目标，奏响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最强音。十年间，
廉租房、公租房建设，直管公房整治，城市棚户区改造
……一项项民生工程“掷地有声”，让老百姓切身体会
到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的变化。

截至2017年底，市本级累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和廉租住房2.02万套，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2.98万
户，人均住房保障面积从2008年的10平方米增加到
13平方米，约5万住房困难群体实现“住有所居”。

对于邵阳城区多数低收入家庭而言，买房是一件
遥不可及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些群体的住房问题，市房
产局一直热切关注。2008年，我市廉租房建设正式启
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由此拉开序幕。至2017年底，共
计新增2.02万套公租房和廉租房，形成强大的住房保
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够安安心心在城区住下来。

2014年起，我市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轨运
行，统称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逐渐拓宽，包括城市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
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2013年
以来，市本级开工建设公租房项目36个，共计1.48万套、
125.4万平方米。随着廉租房、公租房工程建设持续推进，
我市住房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保障面不断拓宽，保障户
数不断增加，人均住房保障面积扩大到13平方米。

2012年，配售江北、化纤一期、樟树垅一期三个廉租住
房小区；2015年，对桃花家园、化纤二期两处廉租住房实施
分配；2016年，阳光馨苑公租房已陆续入住九兴鞋业等企
业员工；2018年，和园、江北二期、鑫园、金星佳苑等公租房
即将投入分配……和谐、立新、欣月城、锦绣时代公租房建
设工程逐步竣工，公租房分配工作进入加速阶段。

为解决邵阳经开区外来人员的居住问题，助力全市
“二中心一枢纽”战略，我市在邵阳经开区修建了阳光馨
苑高品质大型公共租赁住房小区，专门提供给经开区招
商引进的大型企业外来职工、管理人员、人才引进人员
等符合分配条件的本地无房人员租住，为经开区的外来
人才和招商大型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阳光馨苑内，羽
毛球场、篮球场、儿童游乐园、健身广场等功能设施一应
俱全，分布在楼房之间的绿化带将整个小区装饰得生机
勃勃。面积约60平方米的住房内，每间卧室都铺设了瓷
砖、装上了壁灯、配备了实木门，就连厨房都安装了整体
橱柜，可以拎包入住。阳光馨苑项目被评为“全省公租房
示范项目”和“建筑质量通病防治示范工地”，在建的和
谐公租房项目被评为“省标准化示范工地”。

2013年至2017年，市本级经过社区入户调查、办事
处初审、区政府复审、市民政局审核和市房产局终审五
道审核程序和办事处、市房产局两道公示程序，公开透
明、准确公正地累计发放租赁补贴8万户、1.05亿元。

廉租公租并轨，安居工程“赢民心”

49岁的何胜波是湖南省
建筑装修机具总厂的一名下
岗职工，多年来和妻儿蜗居在
一间26平方米的通间里，房屋
低矮破旧、阴暗潮湿，能拥有
一套宽敞明亮、配套齐全、上
下方便的小区房成为他全家
人的梦想。随着颐鑫苑小区建
设加速推进，何胜波一家的

“小区梦”也即将实现。2019年
春节前，何胜波一家三口将搬
进颐鑫苑小区，入住110平方
米的新房。

建筑密度大、小街小巷狭
窄、基础设施落后、房屋使用年
限久，对于常年居住在棚改区
的居民而言，糟糕的居住环境
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安居
才能乐业。进行棚户区改造，在
为城市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
题、改善居住环境，体现社会公
平、公正上意义重大。2013年，
我市启动棚户区改造行动五
年计划（2013年-2017年），力
争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各类棚
户区改造任务，确保把这项暖
民心、惠民生、促发展的工程抓
紧抓实抓好，争取早日让老百
姓住上放心房、满意房。2013
年至2017年，市本级共改造城
市棚户区32个，让2.17万户居
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货币化安置是群众早搬
迁、早受益的关键渠道，也是
去库存、调结构的重要手段。
2015年，我市出台了《关于全
面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
施意见》，明确我市在棚户区
改造中坚持“两条腿走路，货
币化安置优先”的原则，大力
推行货币补偿，对选择货币并

自主购房安置者实施补贴。同
时，对货币化安置户，还从购
房优惠平台、税费信贷优惠、
维修基金和子女就学等多个
方面进行详细规定。通过适当
补贴让利于民，让老百姓买得
起房、住得进新房，既改善了
民生又消化了房地产库存。

2016 年，我市棚户区改
造工作进入加速阶段。期间，
我市先后出台了《邵阳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
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有
关具体事项的通知》《邵阳市
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邵阳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贷款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文件，为棚户区改造工作提
供了政策保障。举办了全市棚
户区改造相关政策解读等多
次培训班，让各县市区政府分
管领导和项目负责人对棚改
政策、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等有
了全面细致的了解。

在全市棚户区改造工作
中，我市层层压实责任，确保
棚改工作顺利推进。市政府成
立了市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
项目指挥部，负责政策制定并
统筹协调重大问题。三区人民
政府和市直相关责任单位是
棚户区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
负责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调查
摸底、征收补偿、组织实施等
工作。棚户区改造工作所涉及
的市直有关职能部门安排专
管领导、专人负责职责范围内
的相关事宜，建立办事快速通
道。每年年初，我市将省定任
务进行了分解，落实到各县
（市）区、各单位和具体项目。

城市棚改加速，民生工程“暖人心”

位于大祥区红旗街道大安
街社区的呙家园直管公房建于
上世纪 60 年代，房龄超过 50
年，住户共293户。由于基础设
施及配套设施条件差，历经风
雨的房子逐渐老化，大部分房
屋外墙严重风化破损，下水道
为明沟，堵塞严重，屋檐顶棚的
栏板条摇摇欲坠……这里不仅
成为市区“脏乱差”的代表，还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015 年 6 月，市房产局对
首批 14 栋呙家园直管公房进
行综合整治：原本破损老旧的
屋檐顶棚被换成了铝塑板屋檐
顶棚；下水道得以疏通，所有明
沟改造为暗沟。2015年7月，市
房产局顺利完成了整改任务。
如今，走进呙家园直管公房，昔
日破旧不堪的楼房已然变了模
样：统一粉刷后的房屋外墙焕
然一新，坑洼不平的路面、空坪
经硬化后平坦整洁，新更换的
铝塑板屋檐顶棚稳固安全，乱
搭乱建的房屋全面拆除，293
户住户有了全新的居住体验，
如同住进了小区一般。

呙家园直管公房的蜕变，
只是市房产局直管公房综合整
治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市
房产局全面铺开直管公房综合

整治工作，本着“以人为本，为民
服务，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直
管公房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
改造措施：能拆除的立即拆除；
暂时不能拆除的，按“原地段、原
面积、原高度”排险加固、综合整
治，实现直管公房综合整治与棚
户区改造相结合，与保障性住房
建设相结合，与直管公房规范管
理相结合，与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文明城市相结合，全面提升
社会效益与全市人民的满意度。

2016年，市房产局启动直
管公房综合整治一期项目，整
治李子园、邵府街、武圣街等多
处危旧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约
为6100平方米，住户120余户，
投资额700余万元；2017年，启
动直管公房综合整治二期项
目，包括双清区迴栏街、通衡街
等多处危旧直管公房，建筑面
积 14600 平方米，住户约 260
户，投资近 2000 万元。2018 年
改造塔北南村、鼓楼亭、沙井
头 、三 八 亭 等 危 旧 公 房 。自
2015年来，市房产局以先危房
整治再提质改造的方式对市区
内直管公房进行综合整治改
造，改造总建设面积约 5 万平
方米，涉及住户 1000 余户，改
造总投资约4100万元。

直管公房提质，危房居民“放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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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修建中的北塔区江馨玉泽园棚改安置房小区正在修建中的北塔区江馨玉泽园棚改安置房小区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申兴刚 摄摄

位于经开区的阳光馨苑公租房小区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