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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宏

确保公平分配，是保障性安居工程
的生命线。 本月中旬，宁乡县近600套廉
租住房对保障对象“交钥匙”，记者进行
了实地踏访。 此后，记者又先后走访了
长沙、 益阳等地已入住的廉租住房小
区，直面分配管理话题。

分配：
核实个人信息是关键
“和德家园第四期廉租住房 ，房源

为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租金标准为一
楼2元 ／平方米、二楼2.2元 ／平方米……”
这是记者在宁乡县保障房分配管理中
心门口看到的公告。

该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城镇居民
申请廉租房，要遵循“四审查、两公示 ”
的原则， 即先在社区初审并在社区公
示， 再经乡镇复审和住房保障部门审
核，然后报县纪委审定并在县级媒体上
公示。 如当次房源较少，还要经过摇号
确定分配。

上述说法，在刚搬进和德家园第四
期13栋4单元302的沈望平口中得到了
佐证。 沈介绍，他去年3月份在街道填表
申请，直到今年11月底才从电视里得知
好消息。 这其中，他自己和朋友接受了
多次调查摸底，还参加了两次摇号才中
签。 “每次都有几百号人参加摇号呢。 ”

沈望平和妻子是下岗工人，每个月
收入寥寥。 而在益阳，现住赫山区茂林
村廉租住房小区的周国贵，因工伤双腿
高位截瘫，妻子又没有工作 ，只能靠低
保生活。 住房保障部门同志告诉记者，
沈、周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核实的，
真正复杂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和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等保障对象的信息核实工
作。

“民政部门只对最低收入家庭 （即
低保户）建立了信息库，而对其他保障
对象的相关信息库尚未建立，增加了实
地核实的工作程序。 由此来看，加强多
部门的信息共享很有必要。 ”宁乡县玉
潭镇房管所副所长唐勇建议道。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士表示，公
开透明是保障性住房管理的最基本要
求，要实行全过程公开、全社会公示、全
方位监督，始终在公众的目光下分配。

退出：
加快流转需思量

相比分配，廉租住房的退出机制更
是千头万绪。

全省多地的情况显示，廉租房入住
后，退出的不多。 目前已知较大规模的
是，株洲市攸县今年组织对廉租住房入
住对象进行清查， 强制退出了9户不再
符合条件的家庭。

谈及为何“入住容易退出难”，住房
保障部门的同志向记者“倒苦水”：当前
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 ， 家庭收入信
息不透明， 他们很难动态掌握保障对
象的真实收入变化情况 。 而接到举报
再核实情况， 执行退出也是费时费力
的过程。

在省外，南京市刚爆出的一则新闻
是：低保户李某今年被发现已经拥有一
套经济适用房，还占着一套廉租房。 在
有关部门多轮谈判下 ， 李某仍拒绝退
出。 本月上旬，该市房改办向李某下达
行政裁决书，如到期拒不执行再诉至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廉租住房仍在加紧建设 、 现房
“供小于求”的背景下，加快房源流转 ，
既让更多保障对象受益，也有利于住房
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宁乡县住房保
障局对此的探索是，与车管中心 、公积
金中心实行信息联动 ， 如保障对象购
车、购房等，就能及时获悉变动信息，以
采取相应举措。 而记者获悉，省内有些
地方也在探讨推行门禁卡制度，即租赁
到期之后门禁卡将自动作废，需要续签
租赁合同才能使用。

另一个现象，是记者在宁乡和德家
园一二期采访发现，这里住户入住已有
2年多， 有的家庭自顾自地装上了不锈
钢防盗网。 类似的情况，在益阳赫山区
茂林村、资阳区和益家园廉租住房小区
也存在。

记者问宁乡县住房保障部门人士：
“如果保障对象经动态清查， 需要退出
廉租房，这些防盗网怎么处理？ ”该人士
答暂时还没有办法，只是对小区第四期
已提早准备，规定任何人不得对配租房
屋另行装修、破坏房屋结构 、改变用途
及增添附属设施，否则将住房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并追究相应责任。

管理：
把好事办好办实

早些年，经济适用房业主 “开私家
车”、“出租房屋”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
的异议和愤慨 。 住房保障部门人士认
为，加强廉租住房动态管理 、建立纠错
机制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线索，记者12月18日下午
在长沙汽车西站附近的某公寓小区采
访发现，小区内停了近20辆小车 ，房屋
出租的纸条随处可见。 记者以代人租房
身份拨通其中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人士
说， 自己有两室一厅出租，1100元/月。
当记者以担心出问题为由，问他房源是
廉租房还是商品房时，他在电话里含糊
其词地说，就是出了问题 ，也是由他而
不是由租房者承担责任。

公开的资料显示 ， 该公寓建成于

2005年初，定位为农民进城就业廉租住
房小区。 后经过变化，该小区部分房源
已被作为商品房出售，产权结构比较复
杂。 这个情况，记者在挂有“长房集团”
铭牌的小区物管处得到了证实。

上述情况，或许只是个例。 对此，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
出，抓紧出台我省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
和后续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指导市州、县
市区结合本地实际， 出台保障性住房维
护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完善政策措施。

有业内人士也建议，在完善退出机
制的同时，还应改变廉租点后期管理由
住房保障机构包揽包管的模式，将廉租
住房点后期管理下放到社区，改由所在
地社区为主负责，使住保机构从具体事
务中超脱出来，专司监管。 “从而避免因
政府包揽形成廉租住户对政府的过度
依赖，使之走上社会化 、市场化的良性
发展轨道。 ”

■财经聚焦

廉租住房如何“住得进、退得出”

12月22
日， 澧县两
位女士高兴
地展示自己
摸到的廉租
房号。 当天，
澧 县 155户
低收入家庭
得到了县政
府分配的廉
租房。

柏依朴
郑小军 摄

今年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大举推进的一年。 进入年底，一批廉租住房小区已经
竣工，并启动实物配租。 相比建设进度，一个新的话题开始跃入人们的视野———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胡岚） 从22日起，
有爱心的市民在长沙银行网点
填写“爱心储蓄”存单，起存金额
超过5000元，即由该行向新晃侗
族自治县贫困学子对应提供1周
以上的免费午餐。 今天，长沙银
行作为国内首家牵手 “免费午
餐”公益活动的金融机构，宣布
启动这一行动。 仪式上，该行还
一次性向新晃学子捐赠120万元
爱心款。

长沙银行董事长张智勇介

绍，该行73个营业网点全面受理
“爱心储蓄” 存单相关业务并接
受爱心捐赠，在不改变储户自身
利益的前提下，又能给贫困山区
孩子献一份爱心。

“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由媒
体人发起， 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
贫困地区学子提供热腾腾的免
费午餐。该活动同时呼吁更多爱
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
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
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
改善。

“爱心储蓄”
温暖贫困学子

长沙银行成首家牵手“免费午餐”金融机构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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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多轮谈判下 ， 李某仍拒绝退
出。 本月上旬，该市房改办向李某下达
行政裁决书，如到期拒不执行再诉至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廉租住房仍在加紧建设 、 现房
“供小于求”的背景下，加快房源流转 ，
既让更多保障对象受益，也有利于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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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现象，是记者在宁乡和德家
园一二期采访发现，这里住户入住已有
2年多， 有的家庭自顾自地装上了不锈
钢防盗网。 类似的情况，在益阳赫山区
茂林村、资阳区和益家园廉租住房小区
也存在。

记者问宁乡县住房保障部门人士：
“如果保障对象经动态清查， 需要退出
廉租房，这些防盗网怎么处理？ ”该人士
答暂时还没有办法，只是对小区第四期
已提早准备，规定任何人不得对配租房
屋另行装修、破坏房屋结构 、改变用途
及增添附属设施，否则将住房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并追究相应责任。

管理：
把好事办好办实

早些年，经济适用房业主 “开私家
车”、“出租房屋”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
的异议和愤慨 。 住房保障部门人士认
为，加强廉租住房动态管理 、建立纠错
机制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线索，记者12月18日下午
在长沙汽车西站附近的某公寓小区采
访发现，小区内停了近20辆小车 ，房屋
出租的纸条随处可见。 记者以代人租房
身份拨通其中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人士
说， 自己有两室一厅出租，1100元/月。
当记者以担心出问题为由，问他房源是
廉租房还是商品房时，他在电话里含糊
其词地说，就是出了问题 ，也是由他而
不是由租房者承担责任。

公开的资料显示 ， 该公寓建成于

2005年初，定位为农民进城就业廉租住
房小区。 后经过变化，该小区部分房源
已被作为商品房出售，产权结构比较复
杂。 这个情况，记者在挂有“长房集团”
铭牌的小区物管处得到了证实。

上述情况，或许只是个例。 对此，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
出，抓紧出台我省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
和后续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指导市州、县
市区结合本地实际， 出台保障性住房维
护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完善政策措施。

有业内人士也建议，在完善退出机
制的同时，还应改变廉租点后期管理由
住房保障机构包揽包管的模式，将廉租
住房点后期管理下放到社区，改由所在
地社区为主负责，使住保机构从具体事
务中超脱出来，专司监管。 “从而避免因
政府包揽形成廉租住户对政府的过度
依赖，使之走上社会化 、市场化的良性
发展轨道。 ”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宏

确保公平分配，是保障性安居工程
的生命线。 本月中旬，宁乡县近600套廉
租住房对保障对象“交钥匙”，记者进行
了实地踏访。 此后，记者又先后走访了
长沙、 益阳等地已入住的廉租住房小
区，直面分配管理话题。

分配：
核实个人信息是关键
“和德家园第四期廉租住房 ，房源

为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租金标准为一
楼2元 ／平方米、二楼2.2元 ／平方米……”
这是记者在宁乡县保障房分配管理中
心门口看到的公告。

该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城镇居民
申请廉租房，要遵循“四审查、两公示 ”
的原则， 即先在社区初审并在社区公
示， 再经乡镇复审和住房保障部门审
核，然后报县纪委审定并在县级媒体上
公示。 如当次房源较少，还要经过摇号
确定分配。

上述说法，在刚搬进和德家园第四
期13栋4单元302的沈望平口中得到了
佐证。 沈介绍，他去年3月份在街道填表
申请，直到今年11月底才从电视里得知
好消息。 这其中，他自己和朋友接受了
多次调查摸底，还参加了两次摇号才中
签。 “每次都有几百号人参加摇号呢。 ”

沈望平和妻子是下岗工人，每个月
收入寥寥。 而在益阳，现住赫山区茂林
村廉租住房小区的周国贵，因工伤双腿
高位截瘫，妻子又没有工作 ，只能靠低
保生活。 住房保障部门同志告诉记者，
沈、周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核实的，
真正复杂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和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等保障对象的信息核实工
作。

“民政部门只对最低收入家庭 （即
低保户）建立了信息库，而对其他保障
对象的相关信息库尚未建立，增加了实
地核实的工作程序。 由此来看，加强多
部门的信息共享很有必要。 ”宁乡县玉
潭镇房管所副所长唐勇建议道。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士表示，公
开透明是保障性住房管理的最基本要
求，要实行全过程公开、全社会公示、全
方位监督，始终在公众的目光下分配。

退出：
加快流转需思量

相比分配，廉租住房的退出机制更
是千头万绪。

全省多地的情况显示，廉租房入住
后，退出的不多。 目前已知较大规模的
是，株洲市攸县今年组织对廉租住房入
住对象进行清查， 强制退出了9户不再
符合条件的家庭。

谈及为何“入住容易退出难”，住房
保障部门的同志向记者“倒苦水”：当前
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 ， 家庭收入信
息不透明， 他们很难动态掌握保障对
象的真实收入变化情况 。 而接到举报
再核实情况， 执行退出也是费时费力
的过程。

在省外，南京市刚爆出的一则新闻
是：低保户李某今年被发现已经拥有一
套经济适用房，还占着一套廉租房。 在
有关部门多轮谈判下 ， 李某仍拒绝退
出。 本月上旬，该市房改办向李某下达
行政裁决书，如到期拒不执行再诉至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廉租住房仍在加紧建设 、 现房
“供小于求”的背景下，加快房源流转 ，
既让更多保障对象受益，也有利于住房
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宁乡县住房保
障局对此的探索是，与车管中心 、公积
金中心实行信息联动 ， 如保障对象购
车、购房等，就能及时获悉变动信息，以
采取相应举措。 而记者获悉，省内有些
地方也在探讨推行门禁卡制度，即租赁
到期之后门禁卡将自动作废，需要续签
租赁合同才能使用。

另一个现象，是记者在宁乡和德家
园一二期采访发现，这里住户入住已有
2年多， 有的家庭自顾自地装上了不锈
钢防盗网。 类似的情况，在益阳赫山区
茂林村、资阳区和益家园廉租住房小区
也存在。

记者问宁乡县住房保障部门人士：
“如果保障对象经动态清查， 需要退出
廉租房，这些防盗网怎么处理？ ”该人士
答暂时还没有办法，只是对小区第四期
已提早准备，规定任何人不得对配租房
屋另行装修、破坏房屋结构 、改变用途
及增添附属设施，否则将住房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并追究相应责任。

管理：
把好事办好办实

早些年，经济适用房业主 “开私家
车”、“出租房屋”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
的异议和愤慨 。 住房保障部门人士认
为，加强廉租住房动态管理 、建立纠错
机制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线索，记者12月18日下午
在长沙汽车西站附近的某公寓小区采
访发现，小区内停了近20辆小车 ，房屋
出租的纸条随处可见。 记者以代人租房
身份拨通其中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人士
说， 自己有两室一厅出租，1100元/月。
当记者以担心出问题为由，问他房源是
廉租房还是商品房时，他在电话里含糊
其词地说，就是出了问题 ，也是由他而
不是由租房者承担责任。

公开的资料显示 ， 该公寓建成于

2005年初，定位为农民进城就业廉租住
房小区。 后经过变化，该小区部分房源
已被作为商品房出售，产权结构比较复
杂。 这个情况，记者在挂有“长房集团”
铭牌的小区物管处得到了证实。

上述情况，或许只是个例。 对此，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
出，抓紧出台我省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
和后续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指导市州、县
市区结合本地实际， 出台保障性住房维
护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完善政策措施。

有业内人士也建议，在完善退出机
制的同时，还应改变廉租点后期管理由
住房保障机构包揽包管的模式，将廉租
住房点后期管理下放到社区，改由所在
地社区为主负责，使住保机构从具体事
务中超脱出来，专司监管。 “从而避免因
政府包揽形成廉租住户对政府的过度
依赖，使之走上社会化 、市场化的良性
发展轨道。 ”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宏

确保公平分配，是保障性安居工程
的生命线。 本月中旬，宁乡县近600套廉
租住房对保障对象“交钥匙”，记者进行
了实地踏访。 此后，记者又先后走访了
长沙、 益阳等地已入住的廉租住房小
区，直面分配管理话题。

分配：
核实个人信息是关键
“和德家园第四期廉租住房 ，房源

为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租金标准为一
楼2元 ／平方米、二楼2.2元 ／平方米……”
这是记者在宁乡县保障房分配管理中
心门口看到的公告。

该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城镇居民
申请廉租房，要遵循“四审查、两公示 ”
的原则， 即先在社区初审并在社区公
示， 再经乡镇复审和住房保障部门审
核，然后报县纪委审定并在县级媒体上
公示。 如当次房源较少，还要经过摇号
确定分配。

上述说法，在刚搬进和德家园第四
期13栋4单元302的沈望平口中得到了
佐证。 沈介绍，他去年3月份在街道填表
申请，直到今年11月底才从电视里得知
好消息。 这其中，他自己和朋友接受了
多次调查摸底，还参加了两次摇号才中
签。 “每次都有几百号人参加摇号呢。 ”

沈望平和妻子是下岗工人，每个月
收入寥寥。 而在益阳，现住赫山区茂林
村廉租住房小区的周国贵，因工伤双腿
高位截瘫，妻子又没有工作 ，只能靠低
保生活。 住房保障部门同志告诉记者，
沈、周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核实的，
真正复杂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和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等保障对象的信息核实工
作。

“民政部门只对最低收入家庭 （即
低保户）建立了信息库，而对其他保障
对象的相关信息库尚未建立，增加了实
地核实的工作程序。 由此来看，加强多
部门的信息共享很有必要。 ”宁乡县玉
潭镇房管所副所长唐勇建议道。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士表示，公
开透明是保障性住房管理的最基本要
求，要实行全过程公开、全社会公示、全
方位监督，始终在公众的目光下分配。

退出：
加快流转需思量

相比分配，廉租住房的退出机制更
是千头万绪。

全省多地的情况显示，廉租房入住
后，退出的不多。 目前已知较大规模的
是，株洲市攸县今年组织对廉租住房入
住对象进行清查， 强制退出了9户不再
符合条件的家庭。

谈及为何“入住容易退出难”，住房
保障部门的同志向记者“倒苦水”：当前
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 ， 家庭收入信
息不透明， 他们很难动态掌握保障对
象的真实收入变化情况 。 而接到举报
再核实情况， 执行退出也是费时费力
的过程。

在省外，南京市刚爆出的一则新闻
是：低保户李某今年被发现已经拥有一
套经济适用房，还占着一套廉租房。 在
有关部门多轮谈判下 ， 李某仍拒绝退
出。 本月上旬，该市房改办向李某下达
行政裁决书，如到期拒不执行再诉至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廉租住房仍在加紧建设 、 现房
“供小于求”的背景下，加快房源流转 ，
既让更多保障对象受益，也有利于住房
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宁乡县住房保
障局对此的探索是，与车管中心 、公积
金中心实行信息联动 ， 如保障对象购
车、购房等，就能及时获悉变动信息，以
采取相应举措。 而记者获悉，省内有些
地方也在探讨推行门禁卡制度，即租赁
到期之后门禁卡将自动作废，需要续签
租赁合同才能使用。

另一个现象，是记者在宁乡和德家
园一二期采访发现，这里住户入住已有
2年多， 有的家庭自顾自地装上了不锈
钢防盗网。 类似的情况，在益阳赫山区
茂林村、资阳区和益家园廉租住房小区
也存在。

记者问宁乡县住房保障部门人士：
“如果保障对象经动态清查， 需要退出
廉租房，这些防盗网怎么处理？ ”该人士
答暂时还没有办法，只是对小区第四期
已提早准备，规定任何人不得对配租房
屋另行装修、破坏房屋结构 、改变用途
及增添附属设施，否则将住房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并追究相应责任。

管理：
把好事办好办实

早些年，经济适用房业主 “开私家
车”、“出租房屋”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
的异议和愤慨 。 住房保障部门人士认
为，加强廉租住房动态管理 、建立纠错
机制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线索，记者12月18日下午
在长沙汽车西站附近的某公寓小区采
访发现，小区内停了近20辆小车 ，房屋
出租的纸条随处可见。 记者以代人租房
身份拨通其中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人士
说， 自己有两室一厅出租，1100元/月。
当记者以担心出问题为由，问他房源是
廉租房还是商品房时，他在电话里含糊
其词地说，就是出了问题 ，也是由他而
不是由租房者承担责任。

公开的资料显示 ， 该公寓建成于

2005年初，定位为农民进城就业廉租住
房小区。 后经过变化，该小区部分房源
已被作为商品房出售，产权结构比较复
杂。 这个情况，记者在挂有“长房集团”
铭牌的小区物管处得到了证实。

上述情况，或许只是个例。 对此，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
出，抓紧出台我省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
和后续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指导市州、县
市区结合本地实际， 出台保障性住房维
护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完善政策措施。

有业内人士也建议，在完善退出机
制的同时，还应改变廉租点后期管理由
住房保障机构包揽包管的模式，将廉租
住房点后期管理下放到社区，改由所在
地社区为主负责，使住保机构从具体事
务中超脱出来，专司监管。 “从而避免因
政府包揽形成廉租住户对政府的过度
依赖，使之走上社会化 、市场化的良性
发展轨道。 ”

� � � � （上接1版②）
会议对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交办意见
整改督查方案进行了研究 ，决
定12月下旬到明年7月， 省人大
常委会对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
整改工作开展督查。 通过依法
督查， 促进省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审议意见，
进一步强化对食品安全工作的
领导和责任追究、完善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机制、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经费保障和检验体系建设、加
大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监管力度，切实解决贯彻实

施食品安全法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推动食品安全法在我省得到
进一步贯彻实施，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

会议还研究了省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 （草稿·修改稿），听
取了省人大民侨外委、 内司委、
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农业委、环
资委关于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
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
办理情况审议结果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办
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 � � � （上接1版①）
“承接产业转移与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如何平
衡”？ 面对记者的提问， 梅克保
说，两者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并
不矛盾。 目前，在国家大力推动
和扶持下， 湖南重点打造先进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
创意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7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既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又符合“四化两型”
建设的内在要求。 湖南在承接
产业转移中并不是 “捡到篮子
便是菜”，而是明确坚持“两个不
要”，即：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项目不要，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项目不要。 像富士康等电子信
息企业， 本身就属于需要湖南
大力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范
畴。 湖南热诚欢迎台商台企特

别是代表现代服务业的计算机
和软件服务、信息传输、现代物
流、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等高新
技术型企业来湘投资， 实现互
惠共赢。

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湘台
两地交流合作，梅克保说，关键
是做好“对接”和“传承”两篇文
章。“对接”主要是做好湘台两地
重大发展规划的对接和产业的
对接。 “传承”，就是要结合湘台
两地的文化资源优势， 一如既
往地围绕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的主题， 精心举办各种活动，不
断扩大和深化湘台两地在文
化、科技、教育、体育、宗教等各
领域的交流合作。

采访中， 梅克保还就湖南
“两型社会” 建设、“四个湖南”等
记者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