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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虽低但仍有住户“难负担”

位于白云区的龙归花园是一处

保障房小区， 市民冯女士与儿子住

在这里。 因为高血压无法外出打工

的她，目前靠低保供儿子上学。 虽然

每月只需缴纳每平方米1元的租金

和80多元的管理费， 但加上日常开

销和儿子的学费， 冯女士还是觉得

吃不消。

是不是每名申请者都可以享受

如此优惠的价格呢？ 市住建局局长

王宏伟表示并不尽然。 公租房租金

与收入挂钩，分档收取。 收入越低，

租金越少。 如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孤

寡老人， 免收租金； 持低保低收入

证、特困职工证、优抚证的家庭，收

取每平方米1元的租金；其他符合住

房保障条件的家庭， 按照公租房项

目租金的1～7折交租。

以冯女士居住的龙归花园为

例，项目租金每平方米12元，租住 50

平方米的公租房，最低档月租金按 1

折交，60 元； 最高档月租金按 7 折

交，420 元。在此基础上，广州去年还

建立了房租收入比 15%封顶机制，

即房租超出家庭月可支配收入 15%

的，超出部分全免。

细化政策保障低收入单身老人

广州市政协委员、 广州市台联

会副秘书长蔡武表示， 现有政策有

进一步细化的空间， 比如加大对低

收入单身退休老人的保障力度。 因

为只有一个人生活， 租金没有其他

家人分担， 可以考虑房租按退休工

资的 10%封顶计收。

王宏伟表示， 老年人与青壮年

相比，收入提升的可能性更少，但医

疗等生活支出更大。 对类似情况，政

策上需要更加精细化， 接下来会研

究更加人性化的保障措施。 他还透

露，近期将推出 4000 余套户籍家庭

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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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天桥斑马线居民出行不便

位于天河区的安厦花园是一处

整洁卫生、风景宜人的保障房小区。

不过，首批住户卢先生却有个烦恼。

因为小区大门正好处在车流如织的

广园快速路的上下口， 这里没有斑

马线、过街天桥和红绿灯，居民出行

十分不便。 此外，该路段在上下班高

峰时段会出现塞车， 横穿马路的人

也会增加，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曾到现场进行过调研的市政协

常委、 广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李越提出，随着住户增加，小区应

该及时完善配套， 保障居民生活的

安全和便利。 有些小区残障人士比

较多，需要借助电动车出行，可考虑

腾出一些小车停车位， 用于配建充

电场地设备。

在完善配套方面， 李越建议广

州借鉴香港“公屋”和新加坡“组屋”

布局的做法， 以商品房配建公租房

的模式，形成“大融合”“小分散”为

特点的不同收入层次群体混合居住

的区域，加强交流。 同时，大家共同

使用优质公共资源， 减缓由于交通

不便、 配套落后而造成公租房租户

在出行、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新建项目要保证公建配套同步

市住建局局长王宏伟表示，过

去部分保障房已建好入住， 但很多

公共配套如学校、道路、市场等没有

跟上， 反映出过去规划管理上存在

粗放的问题。 下一步，新建的项目要

保证公建配套与保障房同步落实，

普通商品房与公租房“融合”、集中

充电设备等也在探索之中。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巡视员

李秋霞也表示， 规划要求保障房与

配套设施“同步建设， 同步投入使

用”。 目前，市规划部门正在开展社

区公共服务设置标准实施检讨及动

态更新项目， 着重结合保障性住房

实际情况， 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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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一场保障房住户代

表座谈会上，不少租户现场“吐苦

水”：走在路上遇到水龙头“从天

而降”、 住户将电瓶车推回家充

电、宠物粪便随意丢弃……

“住户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狗

主很有‘手尾’，有些就不行。 ”佳

叔早年借住亲戚家，2012年获配

芳和花园公祖房。 不再为住房问

题烦恼的他本已心满意足， 但希

望物管可以解决宠物在小区内随

处便溺的问题。“狗主不文明养狗

或租户其他不文明行为影响他人

的，我们都会耐心劝导。 ”芳和花

园管理处副主任谭先生表示，遇

到“屡教不改”的租户，他们会联

系社区居委会甚至社区民警，将

其约到议事厅进行多方会谈。

发动多方力量广大租户齐监督

蔡武指出， 上述问题涉及小

区的管理， 他建议物管加强小区

管理和巡查，制止不文明行为；同

时要通过租户微信群、 宣传栏等

各种渠道向广大租户广泛宣传政

府相关规定，引导大家营造“文明

从我做起”的良好氛围，同时发动

广大租户进行监督。 至于高空抛

水龙头等恶劣行为则决不能轻

视，要通过派出所、网格员、广大

租户，采用高科技手段锁定“嫌疑

者”，决不姑息。

王宏伟也表示， 目前全市所

有的保障房小区都由两个国有住

房租赁公司运营， 小区物业管理

公司则通过招投标确定。 住房保

障对象与一般的商品房不同，物

管虽然是社会化服务， 但是代表

政府在管理，应该提供更人性化、

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接下来，租赁

和物管公司要对小区各种不文明

行为进行梳理， 有针对性地加强

宣传、教育和巡查，联合街道、居

委会、派出所一起加强管理，发动

住户一起联防联控， 营造良好居

住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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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租房住户希望购买现有住房

公租房为低收入困难家庭提

供了一个温暖家， 但买房安家仍

是部分人渴望实现的梦。 有租户

表示， 如果公租房可以出售且价

格比市场价低，希望可以购买。那

么，公租房到底能不能买？住户能

不能拥有产权呢？

蔡武也提出， 国家提倡租售

并举的住房制度， 目前保障性住

房除了租赁型的保障方式， 还可

以增加出售型的。 随着经济条件

的改善， 有些家庭和公租房家庭

想拥有一套产权住房， 可以与子

女一直住下去， 但这些家庭可能

还承受不了商品房的价格。

蔡武建议开展研究共有产权

住房制度工作， 让符合条件的保

障家庭购买共有产权住房， 以满

足他们买房安家的愿望。同时，购

买了共有产权房的公租房家庭又

可将公租房腾出来， 让其他有需

要的人住进来。

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或年内出台

王宏伟表示， 住户的诉求可

以理解，但国家规定公租房“只租

不售、循环使用”，因此公租房目

前是不可以买卖的。 而正在推行

的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是另一种解

决之道。

共有产权即住房由个人和国

家共同共有， 分别占有一定的产

权比例。 共有产权房是出售型的

保障性住房， 市住建部门正在研

究共有产权住房制度， 争取年内

出台实质性政策，将如何申请、分

配， 按什么价格购买等在制度上

给予明确。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李志洁

广州自 1986 年开始实施住房解困工程以来，已相继推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政策

性住房，符合条件的户籍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截至 2018年年底，

全市共筹集和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30.3万套。目前，全市已交付使用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达 30个。

日前，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平台邀请市住建部门、市规划部门、市政协委员等就“完善公

租房制度”进行探讨。 记者获悉，近期将推出 4000余套户籍家庭公租房，继续研究共有产权住房

制度，争取年内出台实质性政策。

市政协“有事好商量”邀请相关部门探讨“完善公租房制度”

共有产权住房政策争取年内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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