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分配是关系保障性安居
工程成败的“生命线”。 岳阳市通
过建立制度和健全机制， 实施资
源配置公开化、信息比对精细化、
操作程序规范化、 腾退管理常态
化， 努力做到保障房公开公平公
正分配。

信息公开， 被明确为住房保
障的重要环节、必需环节，做到了

项目建设现场公示牌信息一目了
然，资格申报社区公示直截了当，
保障小区宣传窗信息一应俱全。
同时， 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和房地
产专业网站， 岳阳长期固定公开
住房保障信息， 全方位公示住房
保障动态。

该市对全市住房保障情况开
展了深入细致的摸底清查， 建立

了完备的信息数据库。将房产、民
政、工商、公安、残联等部门信息
整合起来， 对保障房申请对象的
家庭住房、 经济状况等情况实行
严格的信息比对制度， 确保资格
审查真实准确。

住房保障对象资格的确定，
严格履行了个人申请、 社区居委
会和街道办事处初审、 民政部门
复核、 住房保障部门审核等法定
程序。 分配全过程在纪委、监察、
公证等单位及广大保障房住户的
共同监督下进行， 分配结果在房
地产网站和社区进行公示。

岳阳市每年组织对全市的保
障住房享受对象进行资格复查，
核查情况向社会公示， 对不再符
合条件的，组织进行腾退。开展保
障性住房分配后管理突出问题的
专项治理行动，通过清理整顿，从
根本上消除了转借、 转租和转卖
保障房的不良现象。 副局长葛文
斌负责市本级保障房的分配、运
营和管理。 尤其在保障房分配过
程中，坚持原则，没给一户不符合
条件的对象提前分配保障房，拒
绝了社会各方面的招呼， 保证了
保障房分配的公平公正。

精筑广厦千万间
———解读“宜居岳阳”的“五四模式”

□ 徐亚平 曹清国 石勇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
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
工作的意见》和加大棚户
区改造力度、推行货币安
置政策的精神， 岳阳市
委、市政府把棚户区改造
纳入该市 “一极三宜”江
湖名城发展战略进行部
署。9 月 29 日，召开了全
市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
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会
议，全面启动中心城区十
大片区棚户区改造和农
村危房改造“两改”工程，
确定了 3 年内中心城区
重点完成洞庭新城、四化
建 等 十 大 片 区 1.6 万
户， 征收房屋 300 万平
方米的棚户区改造和全
市农村危房改造 10 万
户的目标任务。相关责任
单位和项目单位负责人
向市政府递交了责任状。

动员会上， 市委书记盛荣华提出，抓
“两改”是惠民生、办实事，是扩投资、稳增
长，是调结构、强产业，也是双升级 、优环
境。 市长刘和生调研后， 先后两次召开市
长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参与拟定支持棚户
区改造的政策。 分管副市长唐道明多次现
场办公，审定棚户区改造项目，定期调度工
作进度， 协调解决棚户区改造工作困难和
各项矛盾。

今年，岳阳市政府连续颁发《关于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和
《岳阳市加速推进市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
十大片区实施方案》两个规范性文件，制定
了《全市棚户区改造三年行动计划》，明确
了鼓励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政策，在明
确项目时间节点控制的同时，制订了多项
货币安置奖励优惠政策 ， 如按期签约奖
200 元/平方米、按期搬迁奖 100 元/平方
米、 被征收房屋主体评估价 15%的奖补、
选择货币补偿奖 300 元/平方米、 寻找房
源奖 1 万元/户、片区按期签约搬迁奖 50
元/m2 等奖励，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在中
心城区搭建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房源选
购平台，实行棚改货币安置。 市政府 9 月
底召开推进棚户区改造动员会后，全市申
报 2016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中， 货币安置
占比达到 75.5%，其中中心城区达到 95%
以上，掀起了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的高潮。
目前成立了棚户（旧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
公室，入户调查、现场确权、征拆测绘、风险
评估等前期工作已全面铺开。 琵琶王立交
桥东南角、 市七中南侧、 步行街南辅道北
侧、 四化建等四个片区， 征拆工作有序推
进，已经签订征拆协议 383 户。

岳阳市高度重视国家开发银行棚户区
改造专项贷款政策的落实。 市委书记盛荣
华、 市长刘和生和分管副市长唐道明分别
进行了调度部署、 督办协调。 成立了岳阳
市棚户区改造投资公司，作为市级统贷平
台，负责对接国开行棚改贷款，整合全市棚
改项目资源，做好贷款申报、还款保障、资
金监管、统贷统还和项目实施等工作，争取
棚改专项贷款 50 亿元。 今年 10 月，按照
住建部、国开行有关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
政策精神，该市已启动了相关工作，近期将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明确部门责任，全
面部署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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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岳阳打造成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建设中国宜居宜业宜游的江湖名城。 ”在中共岳阳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市委书记盛荣华号召全市广大干
群，乘势而上，扬帆竞发，为把岳阳建设成为“一极三宜”的江湖名城而接力奋进……

“宜居之城”，就是“岳阳之梦”！ 岳阳市委、市政府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作为疏解民生之困、建设宜居之城的第一要务来抓，作为稳增长、
惠民生的重要切入点，全面推进“五四”模式，强化住房保障。 在大爱巴陵，谱写下辉煌的篇章。

“十二五”期间，该市共新增廉租住房 2.7 万套、公共租赁住房 4.3 套，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0.5 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 15.5 万户，每年发放廉租住房租
赁补贴 3 万户，全市住房保障总户数达到 30 万户，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 该市连续多年荣膺全省住房保障工作先进城市称号，受到国务院督查
组、省巡查组的充分肯定，住建部专门印发通报在全国进行推介。去年 5 月 26 日，省领导调研岳阳保障性安居工程时评价说：“标准高，环境优，选点好。 ”

基础不牢， 地动
山摇。 长效的运作机
制， 是保障性安居工
程科学化、 常态化推
进的关键所在。 岳阳
市全面加强基础工
作， 构建了健全的组
织体系、 规范的制度
体系、 全面的融资体
系、 严格的责任体系
等“四层”体系。

该市把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纳入市
委、 市政府的重要议
事日程。 市政府成立
了住房保障工作领导
小组， 配备了人员编
制， 安排了专项工作
经费。 全市形成了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以
市带县、 基层覆盖的
工作格局。 市委书记
盛荣华表示：“要把岳
阳建设成山清水秀、
生活便利、平安文明、

宜居健康养生、 可以惬意深呼吸的
民生福地。 ” 市长刘和生多次主持
召开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专题会
议，研究解决住房保障制度建设、队
伍建设、工程建设等重大问题。 市委
常委、 副市长唐道明多次过问、协
调、督办保障房建设，安排部署项目
的具体落实。

他们出台了《岳阳市廉租住房
管理办法》、《岳阳市经济适用住房
管理规定》、《岳阳市城区廉租住房
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细则》、《岳阳
市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
置房（居民区）集中统一建设管理办
法》、《岳阳市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
区改造实施办法》、《岳阳市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建
立了较为完备的住房保障管理制度
体系。

该市成立了棚户区改造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作为全市统贷统还融
资平台。 争取住建部、财政部支持，
岳阳市被列为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支持保障房建设试点城市， 累计发
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4.56 亿元。 市城
建投、 洞庭新城和临港新区等积极
发行企业债券，各县（市）区也充分
利用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融资，近 3
年融资达 87.6 亿元。 湘阴县、 岳阳
县、 临湘市等地积极探索商品房小
区配建保障房的政策， 缓解了住房
保障建设资金压力。

岳阳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每季度
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行督查，通
报进展情况。在省住建厅专项巡查的
基础上，建立了市、县定期督查机制，
出台了《岳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
管理考核奖惩办法》，对进度缓慢、工
作不力的县（市）区启动约谈问责程
序，下发督办函；设立政府奖励资金，
市财政每年安排 1000 万元奖励保
障房建设成效突出的单位。

高品质的保障房小区， 是保
障宜居的基础。 2012 年，岳阳出
台了“创建规范化保障性住房小
区的若干意见”， 一批品质优良、
生活便捷、 服务周到的保障房小
区拔地而起。 春华家园是全市示
范性保障房小区的一个缩影。 该
小区共有保障房 1153 套 ，从
2013 年 7 月开始入住，共解决了
1000 多户低收入家庭、拆迁安置
户的住房问题。走进春华家园，监

控室、物业管理处、篮球场、健身
广场、停车场、配套商业用房一应
俱全， 小区内绿树成荫， 鸟语花
香，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该市根据人民群众和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 努力构建住房保障
供应体系，实行了“四个”方面的
结合： 即坚持住房保障与特困企
业改制相结合， 坚持住房保障与
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相结合，坚
持住房保障与工业园区建设相结

合， 坚持住房保障与解决特殊群
体实际需求相结合。

他们利用特困改制企业的自
有闲置土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2007 年以来共建设经济适用住
房项目 54 个，解决了近万户下岗
职工住房困难问题。

该市将基础设施差、 建筑密
度大、 成片旧城区的综合整治以
及“城中村”改造、非成片棚户区、
零星危旧房等统一纳入城市棚户
区改造范围，促进城市提质。近两
年, 岳阳楼区胥家桥、 南湖天灯
嘴、华容县状元湖、湘阴县瓦窑湾
等地段改造棚户区 7600 余户,极

大提升了城市居住品质。
通过政府主导和企业自建，

岳阳市大力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如湘阴县轻工产业园、 岳阳县建
材工业园、 平江县伍市工业园等
近 3 年共建设公租房 8410 套，切
实解决了新就业无房职工和有稳
定就业外来人员的住房问题。

该市将部分公共租赁住房改
造为人才公寓， 达到拎包入住的
条件， 解决城区高层次人才和技
能型人才的住房问题。垦区、林区
和农村采取翻修加固、异地新建、
购买现房等方式改造了大批危旧
房屋。

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 岳阳
市以住户住得安心、称心、舒心为
目标，牢牢把住项目准入、选址设
计、建设品质、小区配套等“四关”，
努力建好示范性保障房小区。

他们坚持先规划后计划，只
有纳入住房保障总体规划的项
目，才能作为计划申报；坚持先论

证后计划， 申报的项目必须出具
相应的发改、规划、国土等部门的
审批文件， 才能纳入当年计划范
围；坚持先审定后计划，市住保办
审查项目资料，勘查现场后，对达
到申报要求的才予以纳入计划。

岳阳市保障房选址基本都靠
近交通要道、 工业园区、 公交车

站、自行车租赁点，充分考虑中低
收入家庭的居住成本、生活成本，
尽量满足居民就业、就医、就学、
出行等需求。在户型设计上，尽可
能在较小面积内满足中低收入家
庭住房功能使用需求。

在保障房工程建设管理上，
岳阳严格实行建设项目公开招投
标制、工程质量监理制、项目部主
任负责制，严把施工监理关、建筑
材料关、竣工验收关；保障房建设
坚持“面积不大功能全、造价不高

标准高、 占地不多环境美” 的原
则，小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30%，
房屋间距、 日照采光等不低于同
类普通商品房小区。

在岳阳集中新建的保障房小
区内，道路硬化、绿化、广场、健身
场所、停车场等设施一应俱全；对
往年已竣工但配套设施不完善的
项目， 限期整改完成配套设施建
设。“春和家园”保障房项目成功
申报全省示范性保障房小区。 保
障房建设从 2011 年开始在临港
产业新区、 湘阴县推行住宅产业
化试点。

岳阳市保障房建设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批敢于担当、 开拓创
新的干部。 市房产局副局长刘高
但负责市本级保障房项目建设，
从项目用地征收、规划设计、项目
报建施工都冲锋在工作一线，实
行“白加黑”、“5 加 2”工作模式，
确保了全市保障房建设任务的顺
利完成。住房保障科人手少、工作
量大，在汪旭明科长的带领下，圆
满完成了全市保障房年度计划、
资金分配、项目督查、政策文件起
草等多项工作， 汪旭明每年都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

房源管理一体化，物业管理专业化，
社区管理综合化，基础管理信息化。岳阳
市用现代管理的理念贯穿住房保障管理
全过程，让人民群众住得进、住得起、住
得好保障房。

他们重点推动了廉租住房、 公共租
赁住房和直管公房并轨运营， 在春华家
园和马壕保障房小区试行“并轨运营，租
补分离”新模式，实行统一申请、统一配
租、统一租金标准、统一管理。

该市聘请物业公司对保障房小区进

行专业化的物业管理， 为居民提供全天
候保安、保洁、美化服务。 在保障房小区
配建一定比例的经营用房， 租金收入弥
补小区管理费用的不足。 开展了政府购
买保障房后续管理工作， 市财政每年安
排 100 万元资金用于弥补保障房管理资
金不足。

他们充分落实社区对保障房小区的
社会管理职能， 通过社区工作规范居民
行为、促进小区和谐。 整合人口、就业、社
保、民政、卫生、文化等社会管理职能和

服务资源，集中到社区开展公共服务。 鼓
励小区建立各类互助管理组织和弱势群
体帮扶机构，完善小区互助自治功能。

2012 年， 岳阳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
房屋普查， 共普查房屋 9 万余
栋，把房屋产权登记信息、商品
房预售信息、 住房保障信息，与
房屋普查信息整合起来，建起了完
整的住房信息数据库。 2014年，又
投资 1000万元启动住房保障信息系
统建设， 着眼住房保障全过程管理、全
业务覆盖、全地域应用，实现了从项目
规划计划、建设进度监督、对象申报审核、
分配入住管理、 维修服务管理等全程监
管，为住房公平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鸟起舞，梦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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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四个”结合，构建供应体系

———把住“四大”关卡，建好示范项目
花想衣，月想容

公平在，阳光暖

———严格“四化”要求，实施阳光分配

源头活，水流长
———紧扣“四类”管理，创新运营机制

岳阳春华家园保障房小区。 赵威 摄

岳阳市推进棚户区改造会现场。

岳阳市长刘和生(中)到春华家园保障房
小区调研。 周乐 摄

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左一）、副书记李
志坚（右二）在基层调研。 范向辉 摄

版式设计 粟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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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家园小区一角

赵威 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