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平方米住房，每月租
金只要80元。 株洲市首批
175名环卫工人近日拿到了
城区住房保障实物配租合
同，这标志着株洲的环卫工
人正式享受住房保障待遇。

株洲市房产局介绍，该
市环卫工人大多来自农村
或外地， 只能租房居住，高
企的房租对低收入的他们
而言是不小的负担。很多环
卫工为了省钱，都是一家人
挤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

为了解决“城市美容
师”的住房困难，2014年12
月株洲市专门为环卫工人

住房保障出台措施，凡在株
洲市城区签订劳动合同并
从事环卫工作满一年以上
且在株洲市城区无住房或
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
米的环卫工人，可申请住房
保障。

因为环卫工人工作地
点固定，当地政府遵循就近
原则为他们寻找社会房源，
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控制
在50平方米以内，每平方米
每月租金仅1.6元。据测算，
一套50平方米的房屋每月
实际租金仅80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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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房产证“处遗”A09

7月29日上午， 长沙市房产办证遗留问题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公
布长沙内五区（开福区、天心区、雨花区、岳麓区、芙蓉区）和高新区“处遗
办”办公地点及联系电话，并提醒市民，想要提前了解办证“处遗”问题，可
拨打电话咨询。

核心提示

■记者 王文

长沙市房产办证遗留问题协调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
胡汉清29日透露，近年来，长沙市房屋预
售面积接近2000万平方米，每年办理房产
证30万本，平均3分钟一本证。相比往年，
今年将多办房产证10万本，即办证总量达
到40万本，其中涉及到遗留问题要办理的
房产证将达到4万本。胡汉清提醒市民，购
房时要加强事前防范意识， 查看预售证，
同时要按规定网签，以避免因项目证件不
齐，导致房产证无法如期办理。

【解决遗留问题】
3年将为9万市民办“迟到”的房产证

7月27日上午， 年过八旬的长沙市民
唐伟从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手
中接过了房产证，唐伟2005年就入住了长
沙金地园小区，由于小区地块牵扯进一场
商业纠纷，居民一直办不了证，一晃10年
就过去了，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长沙市
住建委牵头相关部门走访调查发现，超期
未办理产权证的项目有425个，涉及居民9
万多户。

“导致超期未办证的主要是‘三无’
问题。”胡汉清说，一是“无钱”：开发商
破产没有能力缴齐税费；二是“无人”：
开发商注销、自然消失、“跑路”下落不
明；三是“无证”：手续审批不齐全，大多数
项目三类情况“综合” 问题比较突出。
2014年， 长沙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郑
重承诺：要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房产办
证遗留问题。

2014年8月，长沙率先启动了“曙光泊
岸”、“城市动力”、“朝阳二村”等项目办证
“处遗”工作，今年上半年，“处遗”工作全
面启动，开福区的“金地园”、“福城苑”，芙
蓉区的“城市生活家”、“凯通国际城”，岳
麓区的“曙光泊岸”、“指南针商业广场”，
天心区的“金秋小区”，雨花区的“云鼎公
寓”等项目基本解决。截至今年7月22日，
已经给3万多户居民送去了房产证。

【按法定程序走】
办证“处遗”需满足3个基本条件

“取得的成绩十分不易，但是越往后，
项目会越复杂越棘手，但不能不办。”长沙
市房屋产权登记管理中心主任杜湘晖介
绍说，今年将多办10万本房产证，其中涉
及到遗留问题要办理的房产证达4万本。

据他介绍，本次涉及到遗留问题要办
理的房产证办证范围为长沙内五区（开福
区、天心区、雨花区、岳麓区、芙蓉区）2010
年12月31日以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未
办理房屋产权证， 办证房屋必须满足3个
基本条件即：来源合法、安全合格、权属清
晰。违法所得、违章建筑、危房、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等房屋都不在本次处遗办证范
围。

“对于纳入房产办证遗留问题的项
目，一定要履行法定手续，按照法定程序
走。”杜湘晖说，开发商原本是项目申请主
体，如果开发商找不到，项目所在地业委
会或房屋所在社区、 街道可代为申请。合
作建设的项目，合作一方找不到，可由其
他合作方作为申请主体。申请主体要配合
处遗相关部门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对于纳
入房产办证遗留问题的项目，申请人应按
照规定缴纳相关税费， 对于欠缴的税费
（土地价格、罚款等）应按照“三应三尽”的
原则进行全额征缴，处遗部门将采取房产
办证与项目建设单位税费征缴相分离的
方式，优先解决房产办证问题。

今年长沙将多办10万本房产证
多项便民措施为办证“瘦身” 公布电话助力解决房产办证遗留问题

湖南隆芯置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工行司
门口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1327203， 账号：1901�
0040�0902�2506�284；遗失信用
机构代码证号：72256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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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权证是房产
交易整个流程中最后一
本证， 只要中间一项出
问题，就办不了证。为了
排除障碍， 市住建委逐
步给房产证办证环节
“瘦身”， 瘦身第一项内
容是“计划生育证”。

“以前办房产证需
要提供计划生育证，经
过和卫计部门协调，现
在不用了。” 杜湘晖说，
为了方便市民办证处
遗，长沙市住建委下辖
3个办证点：市产权处德
政园办证大厅、 蔡锷路
二手房交易中心、 长沙
市政府二办公楼政务中
心开通了“绿色通道”，
同时， 对办证窗口进行
了调整，变多窗办理，为
一窗办结。 为了减少市
民等候的时间， 窗口实
行凭号办证， 上午发号
到11点，凡是11点前领
了号的，加班都要办理。
长沙内五区开通了“处
遗办”咨询电话，为市民
答疑解惑。

杜湘晖提醒市民，
购房时要加强事前防范
意识， 首先要查看楼盘
的预售证， 开发商必须
取得国土、规划、建设等
相关证件， 才能取得预
售证，在售楼部、房产政
务网、 政务中心都可以
查到。 其次按规定进行
“网签”，查看购房合同，
按照规定， 只要进行网
签，就可以杜绝“一房多
卖”；再次是按时预告登
记， 业主缴纳契税和物
业维修资金后， 就可以
到房产主管部门办理预
告登记。注意上述几点，
基本可以避免房产证办
证问题。

【便民措施】
办证“瘦身”，不再
需要“计划生育证”

市民拨打各区电话，可以了解自己房产是否属于“处
遗”范围，还可咨询了解所在项目的基本情况和需要提交
的资料。

长沙各区“处遗办”办公地点及联系电话

本次房产办证遗留问
题的处理对象是指长沙市
辖 区 范围 内 国 有 土 地 上
2010年12月31日以前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有全部或部
分国土与规划报建手续，至
今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
房地产项目，主要包括以下
四种情况：

1. 已批准预售且已实际
销售投入使用的商品房项
目;

2.依照当时房改政策批
准房改或者经市住房主管部
门出售， 未完善相关手续的
政策性住房;

3.国有土地征收的安置
用房;

4.企、事业单位自行建造
的房产;

经长沙市房产办证遗留
问题协调领导小组会议研究
决定， 可按照遗留问题办理
产权登记的其他房屋。

解决四类情况下的
办证遗留问题

四种情况

民生连线

如何申请解决房产办证
的遗留问题呢?根据6月印发
的《长沙市处理房产办证遗
留问题实施细则》，有这四种
情况：

(一)项目建设单位存在
的， 由项目建设单位作为申
请主体;

(二)项目建设单位已注
销或吊销且无承继单位的，
由区房产办证遗留问题协调
领导小组办公室授权该项目
的业主委员会或房屋所在地
社区、街道代为申请。

(三)项目合作建设的，合
作一方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
且无承继单位的， 由其他续
存的合作方作为申请主体。

(四)行政、企事业单位自
行建设的， 由其单位作为申
请主体; 建设单位 (撤销、合
并、破产等 )已不存在的，由
其承继单位作为申请主体。

对纳入房产办证遗留问
题的项目， 房屋产权登记工
作机构应在受理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完成登记 (需公告
的除公告时间)。

处理细则

株洲环卫工每月80元租金
可住50平方米保障房

长沙各区处理房产办证遗留问题进度图。

15个工作日内
完成登记

办公地点：天心区湘府中路298号天
心区政府南栋2601

联系电话：85899961
天心区

办公地点：岳麓大道389号湘麓金座
东栋5楼

联系电话：88851051
岳麓区

办公地点：人民东路189号芙蓉区政
府1117-1

联系电话：89965860
芙蓉区

办公地点： 开福区湘江世纪城湘江
豪庭2栋704�

联系电话：84399335
开福区

办公地点：万家丽路雨花区政府3号
楼党校B101

联系电话：85881987
雨花区

办公地点：高新区管委会
联系电话：88995316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