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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窝窝

精准“组合拳”撬动房地产去库存
我市去化周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荆 门 晚 报 讯 （记 者 陈 兴 国 通 讯 员 袁
凯 彭 媛 ） 昨日，晚报记者从市房管局获

悉，2017 年，我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从供需两侧发力，加快房地产去库
存，商品住房去化周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整个楼市呈现出“库存下降、供销两旺”
的运行态势。
据悉，为了撬动房地产去库存，我市
实施多措并举方式：坚持三轮驱动，打通
三个通道主导去库存；坚持资金拉动，落
实政策红利加速去库存；坚持市场带动，
优化供应结构转型去库存； 坚持管理促
动，优化环境服务去库存。

去年，通过政府购买库存商品住房作
为公租房、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房屋征
收房票安置， 打通了商品房与保障房、棚
改房、征收安置房之间三个通道。 截至目
前， 中心城区已购买公租房 65 套 3250
㎡，棚改货币化安置率达 97%，有 40 多
个楼盘、7000 多套商品住房进入房源库。
通过实行购房补贴政策， 发放购房
补贴 10047 户 1.75 亿元。 发放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 6481 户 16.79 亿元， 提取
12.4 亿元，公积金使用率达 139%，消化
商品住房库存 74 万㎡。 推动“农民安家
贷”产品落地，截至今年 1 月底，累计发

放农民安家贷 2699 笔 5.74 亿元。 全面
落实税收和个人住房贷款优惠政策，支
持自住型和改善型购房需求。
同时， 通过允许已供未开发用地调整
土地用途和规划条件，2017 年有 8 个项目
调整户型，2 个项目减少商业占比。 引导开
发企业调整经营策略， 将长期空置的商品
房转化为自持物业，目前已有 31.38 万㎡的
库存商品房通过
“
转售为租”进行了消化。
此外，还实行差别化供地政策，对商
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过长的地区暂停供
应。 开展涉房地产企业收费清理，降低企
业成本。 调整房地产项目发包方式，取消

一举一动总关情
湖北宏基葡萄园两个举动暖了小区居民心
荆门晚报记者 刘松 文 / 图

“我们在这栋楼里已住了七八年了，前两天
一楼防盗门又换了新的。 不仅美观大方，安保性
能也大大提高了！ ” 昨日，晚报记者在葡萄园小
区采访， 住在依山居的一居民指着新程控安防
门，直夸开发商湖北宏基为小区居民办了一件大
好事。

实景拍摄
新安装的拥有自主产权高强度防盗钛金门
葡萄园·城市花园项目自 2000 年建设以
来，以其“勤耕荆门，以诚筑城”的经营理念，在昔
日的荒滩戈壁上建设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2017 年， 在投资数千万元完善小区各个组团的
景观配套、商业外立面的装修、东南六层商业内
街的装饰装修， 以及公建配套设施的建设施工
后， 进一步加大了物业硬件设施提档升级的力
度。 在项目销售和物业配套已完成后，原入户单
元门仍可继续使用的情况下， 从去年下半年，为
使业主安居乐业，湖北宏基开始全部免费更换小
区所有的楼栋门禁系统，全面提档升级，入户单
元门采用公司自行设计、拥有自主产权的高强度
全封闭钛金防盗门。 同时，门禁配置最为先进的
云对讲程控系统，为最终实现小区门禁“一卡通”
（组团大门、单元门、电梯门）楼宇一体化系统奠
定基础。 以此不断提升小区业主的安全感，让小
区业主享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增强
业主的获得感，使业主感受到习总书记提出的提
前步入小康社会的服务。
“就这个决定，公司将增加投入数百万元。但
为保障业主生活安居、平安和谐，我们这样做值
得！ ”湖北宏基董事长徐承辉说。 目前，该小区的
依山居、御景居楼栋已基本改造完成。据悉，今年
上半年，湖北宏基将全面完成葡萄园小区的门禁
和物业配套升级改造。

说起开发商湖北宏基的暖心事，不得不提年
初的两场雪。
这两场雪，来势猛、雪量大、持续时间长，零
下 15℃的冰冻极寒天气， 是荆门有史记载近百
年以来最为严重一次。 雪情灾情就是命令！ 湖北
宏基毫不犹豫，举公司全力，压倒一切，调动人
力、物力等所有资源，发扬宏基人克难奋进、顽强
拼搏、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从公司老总到员
工都奋战在抗灾一线。 雪还在下，公司就组织全
员上路撒盐除冰，挥锹铲雪，始终保持了小区道
路的畅通，使两场雪之后无一车辆、行人安全事
故的发生。 针对极寒天气造成的水管及卡口、水
表冻断冻裂的问题，该公司水电维修团队，分兵
几路，24 小时不间断抢修， 在人手不够的情况
下，外请上百名水电技工打援，分成几十个组，多
头并进，轮番上阵，拉网式地抢修排除险情。
雪灾无情人有情， 在这场与冰雪的斗争中，
湖北宏基没有退缩，公司近 200 人都行动起来奋
战一个多月，不计成本，投资 200 多万元，更换水
表、电表和管网卡口近千个，在最短的时间内为
业主恢复了水电， 减少了极寒天气带来的损失，
保障了业主的正常生活，充分体现了湖北宏基勇
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
冰冻天气远去了，但宏基人与冰雪奋战的身
影深深印刻在业主们的脑海里， 无不深受感动，
无不为他们的精神赞叹，无不为自己生活在这样
的小区而感到幸福。
“东宝山下，幸福人家。 ”湖北宏基用行动践
行着自己的承诺。

湖北宏基全员抗击冰灾

非国有资金投资房地产项目招投标，由
企业自主决定采用招标发包或直接发包
方式。 开展开发与中介市场销售行为、行
业非法集资风险等多项排查整顿工作，
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 116 个， 拆除中心
城区违法建设 28.63 万㎡。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
市将因地制宜做好房地产去库存工作，
全年消化商品住房 140 万平方米， 其中
中心城区消化商品住房 70 万平方米，确
保全市商品住房去化周期保持在合理区
间。 同时， 将探索商业地产去库存的措
施，加快化解商业地产库存。

市房管局列出今年法治工作重点

监管执法将“双随机” 信用评价将全覆盖
荆门晚报讯（通讯 员 唐 东 云 ）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将联
日前， 市房管局制订了今年法治 合相关部门出台落实《关于对房地
工作重点， 将突出法治房产建设 产领域相关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主题，扎实开展监管执法、政务服 的合作备忘录》的实施办法或细则，
务、普法教育、依法治理、规范性 明确房地产领域相关失信主体信用
文件管理、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 信息收集、报送、公示、共享及奖惩的
各项法治工作。
具体办法和措施。完善房地产企业信
据悉，今年该局将落实“双随 用评价制度， 实现房地产开发企业、
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相关 物业服务企业、 房地产经纪机构、房
工作制度，出台随机抽查监管实施 地产估价机构信用评价全覆盖，并与
办法，按抽查事项制定实施细则、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对接。
计执法检查表格。 动态调整抽查对
此外，该局还将开展规范性文
“
五张清单”（行政权力
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件管理，完成
科学编制年度随机抽查计划， 合理 和责任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监
确定抽查比例、频次和方式。 规范抽 管清单、 随机抽查清单、 政务服务
查监管行为， 强化随机抽查结果应 “
三办”清单）动态调整，公正文明执
用， 停止沿用传统方式指定检查对 法， 改进涉法涉诉信访投诉处理，实
象和执法人员开展监管执法。
施
“
七五”普法等工作。

市房管局筑牢物业小区“消防线”
荆门晚报 讯 （通 讯 员 袁 凯 赵
伟 沈疆） 安全责任落实到位、安

全意识宣传到位、 安全隐患排查
到位，近年来，市房管局以“三到
位”举措加强物业小区火灾防控，
确保系统和行业消防安全形势稳
定， 近年来无重大火灾事故和隐
患的发生。
该局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要求， 每年都将消防工作与房
管业务工作统筹考虑， 逐级签订
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 层层分解
工作指标，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
消防安全工作目标管 理 责 任 网
络，做到责任到人。 同时，督促物
业服务企业建立健全消防管理制
度，配齐配全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
人员，对老旧失修和损坏消防设施
设备及时维护和更新维修，有条件
的小区还建设微型消防站。
安全意识是预防火灾的重中之
重。 该局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
采取悬挂固定标语、横幅、开设宣传
专栏等方式， 向小区业主宣传消防
法律法规；广泛动员小区网格员、秩
序维护员和居民参与消防安全宣
传。 同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员

工自身消防安全培训， 并定期组织
居民进行消防逃生疏散演练， 不断
提高业主消防意识和应对能力。
消防隐患排查是有效防止火
灾的重要手段。 该局指导物业服
务企业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认真排查各类火灾隐患。 针对我
市房地产开发多以高层建筑为主
的特点， 配合市消防支队对中心
城区已交付使用的高层建筑小区
开展了拉网式排查， 重点巡查了
涉及物业服务的 42 栋公共建筑
和 500 栋住宅建筑，对 60 余家物
业服务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目
前各项整改工作有序开展中。
为了确保各项措施的落实，
该局定期不 定 期 的 进 行 督 促 检
查， 每月初对上月的消防安全防
范工作进行检查， 对下月的工作
进行补充安排。 对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尽快整改
到位， 对未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工
作责任制的， 按照企业信用等级
考评要求，予以处理；对因工作落
实不到位、 消极应对而造成火灾
损失的， 从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