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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
的住房困难问题，加快构建以公租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
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结合长
春市实际，10月26日，长春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对
《长春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
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据了解，其保障范围为，长春市
保障性租赁住房优先保障在本市住
房困难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新市民
是指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和落户
未满五年的户籍人口；青年人是指
年龄在18周岁-35周岁的常住人
口。

房源筹集为，保障性租赁住房
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
支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
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坚持“谁
投资、谁所有”，主要利用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
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存量闲
置房屋建设，适当利用新供应国有
建设用地建设，并合理配套商业服
务设施。支持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
赁企业建设和运营管理保障性租赁
住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建筑面积不
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最大
面积原侧上不超过90平方米。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适用标准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集中式租赁住房建设适用标准的
通知》（建办标【2021】19号）执行。

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不得高于
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评估租
金的90%，市场评估租金原则上每
年评估一次，并在租赁管理平台公
布。

在尊重农民集体意愿的基础
上，城区、靠近产业园区或交通便利
区域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保
障性租赁住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可通过自建或联营、入股等方式建

设运营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可以办理抵押贷款。

企事业单位依法取得使用权的
土地，在符合规划、权属不变、满足
安全要求、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
可以用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变
更土地用途，不补缴土地价款，原划
拨的土地可继续保留划拨方式；允
许土地使用权人自建或与其他市场
主体合作建设运营保障性租赁住
房。

产业园区中工业项目配套建设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
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7%提高到15%，建筑面积占比上限
相应提高到30%，提高部分主要用
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严
禁建设成套商品住宅；将产业园区
中各工业项目的配套比例对应的用
地面积或建筑面积集中起来，统一
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
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
住存量房屋，在符合规划原则、权属
不变、满足安全要求、尊重群众意愿
的前提下，可以改建为保障性租赁
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
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
款。

有效增加住宅用地中保障性租
赁住房用地供应，在编制年度住宅
用地供应计划时，单列租赁住房用
地计划、优先安排、应保尽保。保障
性租赁住房用地可采取出让、租赁
或划拨方式供应，其中以出让或租
赁方式供应的，可将保障性租赁住
房租赁价格作为出让或租赁的前置
条件，允许出让价款分期收取。结
合城市保障性租赁总体布局，在土
地出让环节设定建设条件，采取“限
地价、竞自持”土地出让方式，明确
租赁住房自持比例。鼓励在地铁上
盖物业中建设一定比例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
税费政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税费标准，2025 年底以前按照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培育
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
（长府发[2019]8号）规定的税费标
准执行；2025年以后按照《关于完
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
部公告2021年第24号）规定的税
费标准执行。

同时，按照中央经费渠道，对符
合规定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
予以补助。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免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

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
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取
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
用水、用电、用气、用热价格按照居
民标准执行。

连续3个月出租率不足70%的
项目可适当放宽户籍和年龄限制。

保障性租赁住房业主，按照相
关政策法规享受落户、社会保险、医
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同等市民待遇，
义务教育由各城区（开发区）根据本
区实际妥善安排入学。

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就《长春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
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
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在11月27日前将意见反馈至长春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房保障
处。

邮寄地址：长春市西环城路
5555号房地大厦A625室

邮政编码：130062
联 系 电 话 ：0431- 81810683

81810100（传真）
电子邮箱：zfbz625@163.com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生 石晓慧 报道

近日，有细心的市民发现，长春
市南湖公园最近多了不少“便民挂
钩”。说到这“便民挂钩”，就是在游
园者活动比较集中的区域设立一处
木架，上面设有钩子，能够方便市民
活动时挂上脱下来的衣服，以及其
他相关物品。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
的举措，但让人感觉很暖心。

27日，在南湖公园4号门附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看到了多套

“便民挂钩”。这个设施有大有小，
大的离地有1米多高，顶部两个木
架杆上两面都装有挂钩，大约能挂
30件衣物。小的设施和大的相比
离地高度差不多，但木杆相对较
短，挂钩数量也相对较少，大约能
挂20件衣物。

对于这些“便民挂钩”，市民们
纷纷给予点赞。“我经常在这附近区
域活动，打打羽毛球、唱唱歌、跳跳
舞啥的，以往随身的一些衣服和物
品无处可放，只能随手放在地上，现
在好了，可以挂在便民挂钩上面，既
方便又安全！”市民孟阿姨说。

目前南湖公园目前增设了多少
个“便民挂钩”？后续还是否设
立？对此长春市南湖公园管理人
员白赫说，“便民挂钩”是公园从9
月末开始陆续增设的，目前总共有

大小25套，分布在园区10余处游
客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么做
的主要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方便，让
市民能更好地进行活动、休闲和娱
乐，之后公园会根据情况再陆续增
设“便民挂钩”设施。

白赫表示，公园接下来还会在
游客经常活动的区域进行裸露地面

消除等相关工作，为游客提供更好
的绿化环境、活动环境。而公园也
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杜绝出现在树
木上钉钉子，悬挂衣服和物品等不
文明行为，做到文明游园，一起为美
丽和谐的公园环境做出贡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
道 摄

10 月 18 日，2021 太太
乐鲜味科学创新致远研讨会
在上海举办。太太乐专家工
作站首席专家、华南理工大
学赵谋明教授，太太乐专家
工作站科研合作项目负责
人、上海海洋大学王锡昌教
授等众多鲜味领域专家，从
行业前沿观点到科研成果，
从鲜味技术创新到应用落地
等论题作精彩发言。特别是
对太太乐在鲜味科学创新、
产学研、推广与应用方面所
做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

会上，营养和食品安全
专家聚焦于食品口味、安全
与营养价值三者之间的关
系，强调“三减”是当前创新
发展的抓手，指明调味品行
业创新四个研发方向——营
养强化、采用功能原料、健康
防病、新原料新口味等。

此次大会以“鲜无止境·
匠制非凡”为主题，与会来宾

共同见证了太太乐最新发布
的五大系列新品，包括太太
乐原味鲜减盐酱油系列、菜谱
式调料系列、蚝油系列、太太
乐汤之鲜系列、头道小磨芝麻
香油5大新品系列。新品从
外观、口味、使用便捷性上全
面升级，精准洞察年轻用户消
费需求，紧扣健康饮食消费特
点，为用户带来健康美味的风
味体验。太太乐代言人刘诗
诗也现身新品发布环节。

作为全球知名调味品企
业之一，太太乐在鲜味科学
推广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当日，第四届全国鲜味
知识竞赛总决赛圆满结束。
自2018年起，太太乐每年举
办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
截至目前已吸引了包括国内
科研机构从业人员、行业专
业人士、高等学府学生群体
等社会大众在内的超两亿人
次的关注与讨论。

10月27日，记者从省气象
台了解到，受高空槽影响，预计
10月30日白天到31日，我省大
部将出现一次雨雪降温天气
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10月
30日白天到夜间，白城东部、
松原、长春、吉林北部、延边、长
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转雨
夹雪，过程降水量5～15毫米，
个别地方可达25毫米左右；其
他大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
过程降水量1～5毫米。

据介绍，雨雪过后气温
自西向东下降，累积降温幅
度一般为5～8℃，11月1-2

日早晨，各地最低气温一般
为-6～-2℃。

相关专家提醒：一是各
地抓紧完成秋收收尾工作，
做好已收获粮食的晾晒和储
存以防霉变，同时预防棚内
蔬菜冻害。二是雨雪降温天
气将导致地面湿滑、能见度
下降，对交通运输造成不利
影响，相关部门需加强交通
安全管理。三是各地根据天
气变化做好供暖调度，城乡
群众注意预防感冒、心脑血
管等疾病。 /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 王跃 报道

为做好做强2022年郁金
香文化节，不断提升市民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10月下旬，
长春公园开始启动郁金香种
球栽植工作。

2022年长春公园郁金香
文化节以“魅力郁金香——丝
路花语”为主题，新增海上丝绸
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主题元
素。整个园区景观将更富有
诗意和意境美，将进一步提升
2022年郁金香园的观赏品位。

从10月中下旬开始，技
术人员就开始对栽植场地进
行有序处理，10月20日，大批
郁金香种球正式进场，工作
人员每天现场监督检查，保

证栽植深度和栽植密度。
今年长春公园郁金香栽

植面积12806平方米，有红、
黄、粉、白、紫5大色系，47个
品种、81万9千余株，预计11
月中旬完成郁金香栽植工
作。2022年5月，广大市民将
可再次领略长春公园郁金香
花怒放的壮观场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公园供图

近日，长春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将一面绣着

“热血铸警魂、担当护安全”
的锦旗送到长春市公安局，
对警方为企业发展提供的有
力支持表示感谢。

2021年8月，长春市公安
局经开区分局接到长春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报警，辖区内有
不法业主私自改建燃气管路
盗窃天然气资源，损害企业利
益，造成风险隐患，严重威胁
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接到报警后，经开区公
安分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
立专案组，全力侦办此案，坚

决维护企业利益不受侵害，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专案组经两个半月缜密
侦查成功收网，一举抓获包
括内部员工、不法业主等在
内共7名犯罪嫌疑人，查处不
法企业3家，涉案金额达300
余万元，有效维护了企业的
合法权益，打击了不法分子
的嚣张气焰。

目前，7 名犯罪嫌疑人
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
作中。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10月30-31日

我省将出现雨雪降温天气

5大色系、47个品种、81.9万余株

长春公园开展郁金香园景观建设

长春7人盗窃天然气资源落网

鲜无止境 匠制非凡

太太乐2021年度鲜味科学大会
领“鲜”看未来

《长春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26日发布

保障性租赁住房优先保障
住房困难的新市民和青年人

小小的举措让市民感觉很暖心

长春市南湖公园增设25套“便民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