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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 我省要求各市县政府要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
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合理确定本地
今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海口'三
亚在一定时期内# 要从严制定和执行
住房限购措施# 在本月底前完善出台
限购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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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国务院办公厅出
台了(新国八条)#就加强房地产调控
问题提出了新的力度更大的措施& 省
政府副秘书长屈建民表示#(新国八
条)通知下发后#海南省两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确保我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各市县要切实承担起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 严格执

行国家一系列配套政策# 切实将住房
价格控制在合理水平& )屈建民说#各
市县政府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目标#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住房支付
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年住房价格控
制目标#并上报省政府#于&%""年$月
底前向社会公布& 海口市'三亚市要在
&月底前后制定出台(新国八条)的贯
彻实施办法& 同时#海南将调整完善相
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严格执行
个人转让房地产所得税征收政策& 个
人将购买不足*年的住房转手交易的#

全额征收营业税& 同时#我省还将严格
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 要求各
商业银行对居民家庭购买第二套普通
商品住宅的# 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

(为贯彻*新国八条+#我省还要合
理引导住房需求& )屈建民说#海口市'

三亚市在一定时期内# 要从严制定和
执行住房限购措施# 并在&月底之前#

完善和出台住房限购实施细则& 原则
上要对已有"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
家庭'能提供在当地累计缴纳"年以上

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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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
居民家庭#限购"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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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有&套及以上
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套及
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不
能提供在当地累计缴纳"年以上个人
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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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
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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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落实(新国八条)的同时#

我省还将继续将保障性住房 (安居工
程)作为(一号民生工程)落实到位&

&+""年全省要完成新建-.&'万套城镇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目标任务& 到&+"*

年末# 全省将累计建设城镇保障性住
房/-.+*万套#达到海南省(十二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基本实现城镇中低收入
困难家庭有一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

此外# 各市县要合理调整土地供
应结构# 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的有效供应#$月底前制定公
布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确保保障
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中低
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
设用地供应总量的0+,& 政府投资的
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用地采取划
拨方式供应&

各市县还要公开房地产用地供应
市场信息#逐步推行以(限房价'竞地
价)方式供应普通商品住房用地#降低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价格# 多渠道降低
建设成本#保证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
通商品住房的供应量& 有闲置居住用
地且符合城市规划的机关' 企事业单
位# 可结合危旧房改造计划建设一定
规模的保障性住房&

屈建民表示# 海南省将落实住房
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和问责机
制& 根据要求#各市县要在&+((年1月
底前完成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任
务& 对于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的#要纳入约谈和问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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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89

"&$日# 记者从省住建厅
获悉#海南将孤儿住房保障纳入当地
住房保障体系#各市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将优先安排解决孤儿的住房
问题&

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在实施城
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国有林场
危旧房改造#垦区危房和农村危房改
造规划中# 将辖区内的孤儿优先纳

入#在政策和资金补助上对贫困孤儿
家庭予以倾斜,符合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
住房保障条件的城镇未成年孤儿家
庭#优先安排配租'配售#对成年后的
城镇孤儿#符合条件的同样也要优先
安排配租'配售,对租住廉租住房和
公共租赁住房孤儿家庭适当给予租
金减免,符合领取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条件的贫困孤儿家庭#在发放租赁补

贴时给予优先安排#应保尽保&

同时#物业企业要为辖区内居住
的孤儿做好服务& 对孤儿居住的房
屋质量问题#及时受理报修#尽可能
提供居住便利条件& 对有房产的孤
儿# 督促监护人做好房屋的维修和
保护工作& 对没有家庭经济来源的
孤儿适当减免物管费& 物业企业优
先招聘有劳动能力的孤儿# 为其就
业创造条件&

此外#海南将农村孤儿困难家庭
的危房改造工作列入当地农村危房
改造计划优先改造#优先安排农村孤
儿危房改造资金& 在资金补助方面朝
孤儿困难家庭倾斜# 确实有困难的#

由政府全额出资,如孤儿或孤儿家庭
难以组织建房#相关部门予以帮助代
建,在建房选址上着重考虑孤儿住房
与养育家庭'学校的位置关系#方便
孤儿生活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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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共青团海南省委了解
到#我省优秀歌手'超级男生总冠军
陈楚生以一名国际旅游岛志愿者身
份欣然接受邀请担任海南省爱心艺
术团形象大使&

据了解#海南省爱心艺术团由共
青团海南省委主管# 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省文体厅'省文联和省红十
字会联合推动筹建#并由省民政厅依
法获批成立#并于$月*日&+时在海口
市人大会堂举办(海南省爱心艺术团
成立大会暨文艺晚会)&

陈楚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感
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作为一
名国际旅游岛的儿子#我非常荣幸#

也非常乐意接受邀请担任海南爱心
艺术团形象大使# 共同促进海南爱
心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同时#我也期
待大家给予爱心艺术团的爱心和支
持& 作为爱心艺术团的形象大使#让
我们共同努力#凝聚爱心力量#传播
爱心文化#成就爱心海南#爱心让海
南更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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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日#我省北部#多云(12&0!,东部#

多云(-3&0!,中部#多云"'3&1!,西
部# 多云&+3&-!, 南部# 多云&+3

&-!&&*日#我省北部#多云"13&1!,

东部#多云"-3&0!,中部#多云"'3

&1!,西部#多云"13$"!,南部#多云
&+3$+!&

海洋方面#&/日夜间到&*日白
天-北部湾海面4本岛四周海面4多云4

东到东南风*级4西沙'中沙'南沙群岛
附近海面4多云4东到东北风*级&

&'日夜间到$月"日# 全省以多
云间晴为主& $月&日受弱冷空气影
响#各预报海区风力*级& 五指山以
北地区阴天有小雨#其余地区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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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海口'三亚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分别上涨&".',和"-.",#在
0%个大中城市分别排名第&'$位& &$

日#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总队长
张枝林就上述指数进行说明# 受数据
采集方法有较大变化和未统计保障性
住房价格等因素影响#导致"月份海南
房价涨幅较大&&月份#海口'三亚房价
同比涨幅会有明显回落&

张枝林解释说#国家统计局新房
地产价格统计制度已把保障性住房
列入新建住宅价格统计中#但"月份#

海口'三亚的保障性住房尚未纳入到
当地房管部门的网签范围& 所以#今
年"月份房地产价格指数不能完全反
映房地产销售价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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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时*

分#目前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科技
含量最高的567$1+!国产 (和谐号)

动车组# 在两节内燃机车的牵引下#

缓缓驶出粤海铁&号跨海火车轮渡船
舱#通过粤海铁路南港码头栈桥成功
登上海南岛&

今天中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粤海
铁路南港码头看到# 驶出粤海铁&号
船舱的567$1+!新一代高速动车组
外观十分漂亮#就像一颗子弹头从船
舱射出来& 车身为白色#车窗呈深褐
色#车身正中环绕了一抹漂亮的湖蓝
色& 透过超大的观光车厢玻璃#可以
看到车厢内非常宽敞#比目前东环铁
路上运行的动车组空间大了很多& 据
了解#动车组松软的坐椅可调节并后
仰# 坐椅背面设计了可折叠的小餐
桌#餐车里设有雅致的吧台#其设计
融汇了国内外铁路'航空'公路等各
种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特点#能够满
足大众化和不同层次乘客旅行'餐
饮'娱乐'休闲'观光'会议'办公等个
性化的需求&

567$1+!国产(和谐号)动车组
共有1节车厢#全列定员/-/人& 其中
最大看点是设有)&个定员座位的观
光车厢#超宽超长的车窗玻璃#让乘
坐者有更好的视野欣赏沿途美景#特
别适合海南东环高速铁路观光之用&

据介绍# 今天登岛的动车组#近

日将驶上东环高速铁路投入运营& 该
动车组将主要服务博鳌亚洲论坛会
议的各国政要& 同时#向全世界展示
我国高铁的先进技术和海南建设国
际旅游岛的国际形象&

据介绍#号称(陆地航班)的世界
最高速列车...(和谐号)567$1+!

首辆车于&+)+年*月&0日在中国北车
长客股份公司高速车制造基地竣工
下线#567$1+!持续运行时速是$*+

公里#最高运行时速为$1+公里#最高
设计时速达/&+公里以上# 是当今世
界品质最优'功能最全'安全可靠性
更高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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