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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晁明春

针对公有住房出售后办理不了房产证等种
种遗留问题，3月5日，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清理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的通
知》，出台了11条处理意见，以进一步深化住房
制度改革，取消单位实物分房和售房，逐步建立
以货币化分配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新机制。

济南此次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将按
照一个家庭享受一次标准内房改购房原则，清
理范围为市区（不含长清区、章丘区）直管公
房成套住房和单位自管成套住房（不含市直机
关统建住房和1998年底以后的集资建房及单位
购买住房）。

据了解，济南市此次公有住房出售受理时
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单套已达标或超标，不得购买第二套

关于购房申请人资格问题，济南市规定，
购买公有住房的主体为家庭（夫妻双方），购
房人须为本住房合法承租人，夫妻双方至少有
一方具有济南市城镇常住居民户籍。

关于购买现住房问题，济南市要求，已办
理一、二、三期公有住房出售审批手续，尚未
办理购买资格审核手续的，审批手续一律作
废。符合此次购房条件的，按照济南市现行公
有住房出售政策执行，申请人的婚姻状况及职
务职称以申请房改的时间节点为准，出售面积
以市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为准。

关于单套住房超标购买问题，济南市规
定，单套住房已达到或超过出售公有住房面积
控制标准的，面积控制标准以内的价格按照济
南市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执行，面积控制标
准以外的价格执行房改评估市场价。单套住房
已达到或超过房改面积控制标准的，不得购买
第二套公有住房。

关于两套住房超标购买问题，济南市规
定，两套公有住房超标购买必须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1．单套住房均达不到房改面积控制标
准，合并计算超过房改面积控制标准的；2．拟
购住房的承租时间为2004年12月底前的（拆迁
安置房的承租时间以被拆迁住房承租时间为
准）；3．经本人申请、工作单位批准并公示、
住房产权单位批准。面积控制标准以内的价格
按照现行房改政策执行，面积控制标准以外的
价格执行房改评估市场价。

婚姻关系变化 面积合并计算

关于一套住房转让或拆迁后再购买问题，
济南市规定，拥有两套公有住房，其中未达到
面积控制标准的一套已转让或享受了货币化拆
迁政策，拟购另一单套已达到面积控制标准的
住房时，应当先将已转让所得全款（含利息）
或被征收房屋补偿收益全款（含利息）与腾退
住房应退价款的差额上交市财政后，可视为退
房，方可再按照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购买。
转让所得全款以当年转让时所缴税费的计费基
数为准，利息按照年利率1 . 75%计收，出售或
拆迁不足1年的按照0 . 3%的利率计收。

关于离异后再购买住房问题，济南市规
定，夫妻双方购买一套公有住房后，由于婚姻
变化判归一方，另一方拟购其他公有住房时，
应与原购买的公有住房面积合并计算。已购买
和拟购买的公有住房均达不到房改面积控制标
准，但合并计算超过新购房人面积控制标准
的，标准以内的出售价格按照现行公有住房出
售政策执行，标准以外的出售价格执行房改评
估市场价；其中一套已达到房改面积控制标

准，离异时间在本通知印发之前的，经本人申
请、工作单位批准并公示、住房产权单位批准
后，可按房改评估市场价的1 . 2倍加价购买，
房产性质仍为“房改房”。

房改评估市场价=

房改市场价×2 . 5+楼面地价

关于手续不全公有住房办证问题，济南市
提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确权资料不全的公有
住房，具有土地使用证或合法用地文件的，可
在售房单位（或管理单位）出具保证书并冻结
相应售房资金的前提下，向符合条件的承租家
庭按照现行房改政策出售，不动产登记部门为
申请家庭办理房改售房不动产权证。

关于房改评估市场价确认问题，济南市提
出，房改评估市场价=房改市场价×2 . 5+楼面
地价。其中，房改市场价=折旧后的房改成本
价×2 . 5。折旧后的房改成本价按照《济南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我市房改售房有关
问题的通知》（济房政字〔2015〕73号）相关
规定执行。楼面地价按照《济南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城区及市区部分建制镇（街道）驻地国

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济政发〔2014〕17号）
公布的市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楼面地价执行。

关于腾退住房处理问题，济南市要求，不
符合或未按照本通知规定处理的公有住房必须
腾退。腾退的公有住房一律不得重新分配并按
房改政策出售。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清理出的腾
退住房，统一交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变现处
理，变现资金纳入市财政公有住房出售专用账
户；区级机关事业单位清理出的腾退住房，统
一交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变现处理，变现资金
纳入区财政公有住房出售专用账户；企业清理
出的腾退住房，由产权单位负责处理；直管公
房清理出的腾退住房，由各经营管理单位进行
市场化经营管理。

关于维修资金划转等问题，济南市规定，
以房改成本价出售的公有住房，所交维修资金
按照原房改政策执行；以房改评估市场价出售
的超面积控制标准住房，维修资金按照多层和
平房每平方米60元，高层每平方米120元归集，
所需资金从售房款中划转。清理公有住房出售
过程中产生的测绘、评估、登记、税费等有关
费用，可从售房款中列支。

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有了解决办法

□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当前，济南市邀请国际知

名团队所做的先行区规划已基本完成，实施携
河北跨的基础设施“三个桥一个隧”已开工建
设，12平方公里核心区正式引爆，整个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建设全面展开，济南由‘大明湖
时代’向‘黄河时代’跨越已迈出实质性步
伐。”3月5日，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忠林
在全国两会山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王忠林表示，对于济南在新旧动能转换中
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先行区，济南市委、市
政府既深感机遇难得，又深感责任重大。山东
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提出要举全
市之力高水平建设先行区的动员令，把2018年
定为“元年”。下一步，济南市将进一步强化
使命担当，切实解放思想，倾心倾力加快先行
区建设，加快打造“大强美富通”的现代泉城。

那么，济南将如何做？王忠林表示，济南
将在改革、产业、创新、开放、绿色等五个方面一
马当先，打好这场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战。

坚持改革当先，坚决打破束缚新旧动能转
换的体制机制。济南加快先行区建设，必须在

体制机制改革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针对行
政机构存在的各种弊端，在去年实施大部制改
革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机
遇，勇于担当、强力推动，加快形成职能优
化、协同高效的管理体制。大力实施流程再造
和机制再构，在先行区全面推行扁平化管理、
企业化运作的新模式，着力提高服务效能。按
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7月1日前全面实施“零跑腿”和
“只跑一次”事项清单制度，切实营造最佳营
商环境。

坚持产业领先，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
是核心。济南在提高产业竞争力上，将着力做
好“立、转、去、控”四篇文章。结合省内确
立的“5+5”十大产业，结合济南实际，坚持
以“四新促转化”，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量子科技、医疗康
养等十大产业，力争到2020年全部达到千亿级
以上规模。强力推进万家企业上云，大力推进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让老树发新枝、发新芽。
坚持去产能不动摇，在去年全面关停济钢钢铁
生产线的基础上，今年对407家过剩产能企业

和“两高一低”企业继续加大关停力度。凡是
不符合现代产业要求的项目坚决不上，决不能
再饥不择食、挖到篮子里就是菜。

坚持创新争先，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在
“转换”，根本靠创新。做到“三个好”：首
先集聚好创新资源。科教资源丰富是济南的一
大优势，现有高校48所72万名大学生，各类科
研院所700多家。我们要珍惜重视这些资源，
研究构建吸引、留住、用好人才的体制机制，
多种模式打造有利于各类人才创业创新的载
体。再是搭建好创新平台。紧盯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加快国家超算济南中
心、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国家综合性新
药研发创制中心、山东大学工研院等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完善科研、开发、应用“三位一
体”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
道，努力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科创中心。
最后还要营造好创新生态。着力创新投入方式，
加大创新投入，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创新激励，
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综合创新生态系统。

坚持开放抢先，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必须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把打
造国家内陆港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加快推进铁路、航空等运输体系提级扩容，着
力构建“米字形”高铁网，加密延长济新欧班
列，实现对内对外快联快通。着力推进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区、中意产业园、国家侨梦苑建
设，不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承载力。坚持走出
去与引进来并重，推动重汽、浪潮、齐鲁制药
等大企业，开拓国际高端市场，逐步形成“总
部在济南、基地在海外、营销在全球”的发展
运营模式。同时加大“引进来”力度，引进一
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济南，努力打造国家对
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城市。

坚持绿色优先，在先行区建设中，济南一
定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教诲，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低碳发展的路子，立足山泉湖河城的独特
禀赋，在建设绿色家园、发展绿色产业、促进
绿色惠民上狠下功夫，着力凸显“泉”的特
色，做好“山”的文章，提升“城”的品质，
让“听得到泉水叮咚、看得见一城山色”成为
泉城一张靓丽的名片。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聚焦十大产业 打造国家内陆港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全面展开
王忠林在山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作发言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市公安局在民生警务平

台发布《关于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治理的通告（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向社会征求
意见。《通告》提出，“严禁在商业经营活动中
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
客”“12时至14时和22时至次日6时，严禁在已
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作业，城
市建成区严禁高声喊叫”。

根据《通告》，严禁在医院、学校、机关、
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集中区
域内使用高音喇叭；严禁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
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严
禁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
会等活动中使用音量过大、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
活环境的家用电器、乐器及其他音响器材。

同时，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
庭室内娱乐、身体锻炼，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
有效措施，严禁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饲养
动物应当采取措施控制产生噪声，严禁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

《通告》规定，12时至14时和22时至次日6
时，严禁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的
装修作业；其他时间段内进行装修作业的，或者
在已交付使用的其他建筑物内进行装修作业的，
应当采取措施控制噪声，严禁干扰周围生活环
境。12时至14时和22时至次日6时，城市建成区
严禁高声喊叫；严禁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货物装
卸、生产加工等活动，干扰周围居民生活。

据悉，违反《通告》或阻碍公安机关依法履
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济南发布

治理生活噪声通告
两个时段严禁住宅楼有噪声装修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济南城市建设集团

获悉，济南黄河隧道工程计划今年完成北岸工作
井基坑开挖，主体结构完成60%，盾构机制造完
成工厂验收。到6月份，将完成南岸工作井及合
建段基坑设计，南岸开工建设。同时，配合相关
部门完成南岸一期征地拆迁及管线迁改和交通导
改方案编制工作。

据了解，齐鲁黄河大桥（第二标段）计划今
年完成临时用地征迁，黄河委施工手续办理，堤
内便道、栈桥搭设，主桥主跨（南北两个）桩基
施工。积极推进主桥主跨（南北两个）承台施
工、主桥主跨（南北两个）墩身施工与临时墩及
南边跨拼装平台搭设。

凤凰黄河大桥计划今年完成一标段的钻孔灌
注桩施工、承台施工、墩（台）下部结构施工、
路基工程（涵洞和填方）施工、跨南水北调悬臂
连续梁的0#块施工；计划完成二标段的驻地及
实验室建设、所有试桩施工，完成钢筋加工厂、
混凝土搅拌站建设，完成便道、栈桥及钢平台施
工，完成部分钻孔桩与承台的建设。

据悉，按照要求，去年济南黄河隧道、齐鲁
黄河大桥、凤凰黄河大桥、济南至乐陵高速公路
南延项目均已破土动工。据了解，济南黄河公路
大桥改扩建工程项目方案已基本确定，也计划今
年年内开工。今年作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建设的元年，济南市将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先行
区建设，该集团承建的“三桥一隧”以及“济乐
高速南延工程”是济南实施携河北跨的先导性、
标志性工程，接下来将狠抓质量，安全施工，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

济南黄河隧道工程

南岸6月开建

□记 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袁致甲 孟凡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日下午，由济南同盛永厨
具有限公司主导起草的企业手工锻打铁锅产品标
准，在国家质检总局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上向社会公开发布。

该标准由济南同盛永厨具有限公司形成标准
初稿，并经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研讨而制
定。标准对手工锻打铁锅的定义、感官要求、工
艺要求、检测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标准的
发布解决了“章丘铁锅”生产无标可依的问题，
为“章丘铁锅”提升产品品质、做强铁锅品牌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章丘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抓好标准引领、质量提升，为传统
产业插上新技术、新模式的翅膀，提升相关产业
发展水平，助力章丘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章丘铁锅”

产品标准发布

□ 晁明春

年三十静悄悄，大年初一静悄悄，大年初
五静悄悄，正月十五静悄悄……听不到爆竹声
声，看不到烟花四溅，泉城人欣赏着趵突泉的
花灯，享受着“一湖一环”的灯光美景，表达
着对彼此的祝福，一条条类似这样的充满自豪
的点评刷爆了朋友圈。

环保部门也用一组数字展示了禁鞭的成
果：2018年正月十五夜（20:00-次日1:00），济
南城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7至79，空气质量为
良，与去年同时段相比，各项主要污染物平均

浓度均有大幅改善，PM10平均浓度下降67 . 8%
（205ug/m3下降到66ug/m3），PM2 . 5平均浓度
下降65 . 9%（123ug/m3下降到42ug/m3），SO2

平均浓度下降78 . 9%（76ug/m3下降到16ug/
m3），NO2平均浓度下降77 . 9%（68ug/m3下降
到 1 5 u g / m 3 ）， C O 平均浓度下降 4 9 . 0 %
（1 . 429mg/m3下降到0 . 729mg/m3）。其中，去
年元宵节夜晚污染物浓度达到峰值的21:00，今
年同时段的空气质量改善得尤为明显。

对去年捧回全国文明城市金牌、进入“后
创城时代”的济南来说，如何推动文明城市创
建从“应试创建”向“能力创建”转变，从
“战时指挥”向“常态长效”转变，从“宏观
指导”向“精准施策”转变，从“党政主导”
向“全民共建”转变，从“以管促建”向“德
法兼治”转变，从“城区创建”向“全域创
建”转变，是一张没有结尾，更不易作答的试
卷。如何答好这张试卷，从决策者到各级干
部，从专家学者到普通市民都在思考。

“像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润泽大地一样，提
高市民的文明素养靠的是文化的浸润。从‘强
制’到‘自觉’，是后创城时代的济南进一步
提升文明水平的必由之路。”在2月27日下午
举办的“全国文明城市巡礼——— 新时代文明之
路”泉城论坛上，一位专家举的一个例子颇有说
服力：正是通过前期严厉的甚至经常被吐槽的
处罚，如今“礼让行人”不但被誉为“斑马线上的
文明”，更是深深地融进了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
血液中，变成了自觉行为。就是到了另一个陌生
的城市，也会保持这种“礼让行人”的习惯。

“广大市民群众是创城的主体，既是参与
者奉献者，也是创城成果的享用者受益者。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文明环境的期望、对文明秩序的盼
望、对文明风尚的渴望，既是文明城市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文明城市建设的动力之
源。”在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表示：能否让市民
从“强制接受”化为“自觉行为”，关键就在于是

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强制”到“自觉”，最大的利好消息

应该是《济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制定和
《济南市文明城市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的出台。据了解，经过2017年
充分的立法调研和民意征询，市人大常委会已
将《济南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列入今年立法计
划，有望在年底出台。该《条例》将成为济南
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
济南市的文明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将逐步纳入
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济南市文明城市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则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这个根本点出发，将后创城时代的济南
文明城市建设明确表述为“十大提升行动”，
这“十大提升行动”又涵盖了每年“创城百件实
事”，涉及群众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3年，300件
实事，毫无疑问，这将把后创城时代的济南文明
城市建设推到一个新的更高更大的平台。

从“强制接受”到“自觉行为”
——— 后创城时代的文明提升之路

□晁明春 马光仁 李志 报道
位于长清区归德街道的“永远的雷

锋——— 刘成德事迹展览馆”现已累计接待
30万人次前来学习参观，成为山东省社会
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济南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践行教育基地、济南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图为济南德润中学的学生在
刘成德老人带领下参观展览馆。

展览馆于2012年7月1日建成投用，总
面积6100平方米，由雷锋广场、展览馆两
部分构成。其中，雷锋广场5500平方米，
是省内首个以雷锋为主题的文化广场。展
览馆经二次提质改造后面积达500平方
米，共分“永远的雷锋”“战友的追寻”
“文明的归德”“精神的传承”四个展
区，有200多张图片和50余件珍贵实物，
集中展示了雷锋战友、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 刘成德老人的先进事迹，以
及众多长清区道德模范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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