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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唐婷 田甜
通讯员 张欢

2月14日在长沙召开的全省保障
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 明确了今年
的计划任务： 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住房38.77万套， 竣工保
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住房15.15万
套， 新增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1万
户。

会议透露， 保障性安居工程已
进入加快建设与加强分配管理的时
期， 今年各级财政投入在去年120.7
亿元基础上将继续增加， 同时， 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
设管理。

今年开工量同比略降，
但在建规模庞大， 管理任
务繁重

保障性安居工程既是重大民生
工程， 也是重大发展工程。 去年我
省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
造住房46.6万套 ， 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 106.8% ， 基本建成 22.7万套 ，
为年度开工计划任务的52%， 全面
完成国务院下达我省的年度目标任
务。 据了解， 去年的建设总任务超
过 “十一五” 时期的总和， 总量位
居全国第五位， 规模之大， 前所未
有。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 我省今年
建设任务已定。 从 “38.77万套” 的
数字来看， 相比去年新开工任务略
有下降， 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反
馈的情况显示： 加上去年结转的量，
全省在建规模实际达到54万余套！

再加上目前全省已有的近60多
万套各类保障性住房， 对政府部门
来说， 今年既有保障性安居工程体
制机制不断完善、 政策体系不断健
全等有利因素， 又面临着 “抓开工
又要抓竣工， 抓质量安全又要抓分
配管理” 的挑战， 担子更重， 难度
更大。

力争新开工项目上半
年开工率达到60%以上

国家要求， 今年新开工项目最
迟要在11月底前全部开工。 今天召
开的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
根据这一目标倒排了进度： 结合我
省实际， 要力争新开工项目上半年
开工率达到60%以上 ， 10月底前全
部开工建设； 今年底前 ， 2011年项
目结转量全部基本建成……任务已

定的同时， 征地拆迁困难、 建安成
本尤其是工资上涨等外部环境变化，
不可忽视。

保障资金供给。 省财政厅透露，
今年中央、 省级财政安排的保障性
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将高于去年水平，
同时要求市县财政部门加大公共预
算安排， 确保政府资金来源落实到
位。

据悉 ， 去年各级财政共安排
120.7亿元用于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 ， 其中中央资金85.3亿元 ， 比
上年度54.19亿元增长57.41%； 省级
安排配套资金15.59亿元， 比上年5.7
亿元增长173.51%， 超过前三年投入
总和。

项目 “落地 ” 方面 ， 经测算 ，
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需求为
1454公顷 。 昨天召开的全省国土资
源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 继续对保
障性安居工程实行单独报批， 应保
尽保。 国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 ， 今
年各地凡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不落
实的， 不得评先评优， 并暂停该地
区普通商品用地审批； 加强批后监
管， 严肃查处以保障性住房名义报
批后改变批准用途、 搭车用地的行
为。

可以说， 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 资金、 土地之外， 还需要大
量的系统工作相配合。 仅一个提高
项目审批效率方面， 记者获悉 ， 今
年我省公共租赁住房、 经济适用住
房、 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纳入保障
性安居工程的审批权限已下放各

市州。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管理

家住长沙河西的许志兵， 在去年
的拆迁安置中分得了320平方米的保
障房。他通过分房，选择了一套140平方
米的房子自己住，一套80平方米的留给
小孩，还申请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共
租赁房交由政府统一管理， 统一出
租———这是长沙市创新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管理模式的一种尝试， 即通过
回租农民安置房用作公共租赁住房。

这样的创新， 在各地都有出现。
衡阳、邵阳、永州等地探索廉租住房
“租售并举，产权共有”模式，缓解地
方资金配套压力；株洲醴陵市采取廉
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与商品房混合
建设， 得到中组部肯定并向全国推
介。

今天的大会提出创新建设管理
模式， 吸引社会投资， 包括： 大力
推行BT、 BOT建设管理模式， 鼓励
房地产开发企业、 社会投资机构介
入建设运营管理； 探索城市分片区
综合开发、 同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商品住房和保障住房的模式， 提升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鼓励用工集中、
住房困难职工较多的企业和产业园
区投资建设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的
保障性住房等。

省财政厅在今天会议的书面发
言材料中也提到，积极支持成立专门
企业负责建设、运营、管理公共租赁
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引导企业通过银

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吸收社会投
资等筹集建设资金； 通过投资补助、
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现有企业进行
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运
营和管理；对商业银行发放的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贷款可按规定予以贴息，
贴息期限不超过15年。 同时，要充分
发挥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融资平台的
作用，引导金融资本、民间资本投入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今天召开的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
会议提出 ， 我省将学习借鉴外省经
验， 探索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和
经济适用住房 “三房合一 ”、 并轨运
行， 逐步实现统一规划建设、 统一资
金使用、 统一分配管理。

据了解 ， 保障性住房 “三房合
一” 机制在国内并不多见， 江西成为
率先 “吃螃蟹者”。 江西省今年初召
开新闻发布会称， 经省政府同意， 从

今年开始将该省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
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对象统一纳入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 在廉租住房对
象应保尽保的基础上， 公共租赁住房
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常住人口， 包括新
就业人员和农村进城就业 、 创业人
员， 申请条件不受户籍限制 。 同时 ，
保障性住房 “三房合一” 后， 明确并
轨方式， 各市县停止新建经济适用住
房和限价商品房， 廉租住房和公共租
赁住房按相应原则并轨建设。

增加财政投入，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保障房今年再开工38.77万套
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三房合一”

我省将探索保障房并轨运行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 根据 《2011年全省房地产市场形
势通报 》， 截至去年12月底 ， 全省商
品住宅均价3526元/平方米 ， 同比上
涨 9% ， 涨幅同比回落 1.7个百分点 。
其中 ， 长沙市内六区商品住宅均价
5989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4.6%。

据悉， 去年楼市调控政策效应逐
步显现，1至12月， 全省商品房累计销
售面积 4877.7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9.1%，增速同比回落18.2个百分点。 其
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4444.2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7.3%，增速同比回落19.7个百
分点， 住宅销售增速连续7个月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 长沙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回落明显，增速为-10.7%。

与之相伴的， 是全省商品房空置
面积增长较快， 至去年12月底待售面
积 达 1168.1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增 长
60.1%； 其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820.8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73.8%。

《2011年全省房地产市场形势通报》显示

湖南商品住宅均价每平方米3526元
●长沙市内6区商品住宅均价每平方米5989元
●截至去年底， 商品住宅待售面积820.8万平方米双峰县经开新区的永丰新村共建有600多套保障住房， 主要解决该县原洪山煤矿的职工住房难题。 2011年房屋

分到住户。 乃继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