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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租房在有效解决中低收

入群众基本住房需求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那么，申请市区公

租房的条件有哪些？怎么申请

呢？记者采访了市住建局的专

业人士。

据介绍，公租房面向符合规

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及以下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外

来务工人员等三类人群进行分

配。目前，市区金河尚居、虢镇茗

苑小区公租房房源充足，执行的

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4.5元，

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租金标准

为每月每平方米1.6元。申请公

租房应具备一定条件，具体包括：

一是在市区未承租公租房、

无自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小于 18 平方米。

二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统

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线，目前执行的标准是

3331 元/月。

三是家庭成员拥有的机动

车辆、非住宅房产等财物总价，

不超过 14.4 万元。

另外，新就业无房职工、外

来务工人员，需满足在市区稳定

就业的条件，包括与用人单位签

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缴纳城镇职工社会

保险 1年及以上、持有市区营业执照从事生

产经营 1年及以上等情形之一。新就业无房

职工，还需满足毕业未满 5 年的条件，不设

家庭人均收入限制。

目前，市区公租房申请渠道有两种，一

种是在网上申请，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

者公众号，搜索关注“陕西保障房”，按照步

骤进行操作，上传家庭住房、收入、财产等

相关资料照片，审核通过后予以保障。另一

种是向社区提交书面申请，可向工作单位

所在地社区提交申请，市区城镇户籍家庭

可向户籍所在地社区提交申请。

另外，按照中省住房保障相关政策，从

今年 8 月份起，市住建局会同相关部门，积

极探索将公租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工

作。目前，市区金河尚居、虢镇茗苑小区已

纳入试点范围，以低于周边市场租金价格，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进行租赁。申请对象需

提供家庭住房状况、稳定就业情况资料，不

设家庭收入限制。申请采取线下申请方式，

可向宝鸡城市建设集团公司提出申请，目

前租金标准执行的是每月每平方米9元。

有申请意愿和需求的群众，如有不清

楚的地方，可以向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咨询（联系电话 0917-3901680）。

托起安居梦想  开启美好生活
 —— 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工作亮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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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的建国新村小区，工人正在铺设地面。

初冬的午后，走进市区金河尚

居小区，老人们坐在广场的长椅上

晒着太阳唠家常，妇女们聚在一起

欢快地跳着广场舞，不远处的教

学楼里，传出孩子们琅琅的读书

声……这幅幸福美好的民生画卷，

正是我市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和创新运营管理的成果。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宜居宜

业的幸福美丽城市”为目标，大力

发展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

建设，通过建立完善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群体住房保障机制，创新便民

举措，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了从“住

有所居”向“安居乐居”的嬗变。全

市累计 26 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

众，在公租房小区里开启了他们的

幸福生活。

做强配套  居民生活便捷舒适

日前，记者走进进城务工人员

冯少梅位于虢镇茗苑小区的新家，

只见房子布置得十分温馨雅致，面

积虽然不算太大，但是采光充足、

布局合理，厨房、阳台、卫生间一应

俱全，完全可以满足三口之家的居

住需求。

“在外面租了 6 年的房子，如

今住进公租房，终于找到家的感觉

了。”坐在暖意洋洋的客厅，冯少梅

告诉记者，以前在外面租房，租金

贵不说，房子配套设施也不全，没

有暖气，每到冬天日子就非常难

挨。今年 5 月，成功申请到配套齐

全的公租房，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虢镇茗苑是我市的大型保障

房小区之一，共有 25栋高层住宅，

目前入住居民超过4600户。记者在

这里看到，小区占地面积大，楼宇

间植物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搭配

各类园林小品、凉亭等景观，环境

十分优美。小区周边菜市场、幼儿

园、小学、银行、消防站、社区服务

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绿化

好，干啥买啥都方便，住这里很舒

心，一点都不比那些高档小区差。”

冯少梅说，她和丈夫务工的工厂就

在小区附近，上班再也不用挤公交

了。晚上回家，她

要么去广场跳健

身操，要么去河

堤路散步，日子

过得很舒心。 

虢镇茗苑小

区群众便捷舒适

的生活正是我市

多方筹措资金、不

断完善保障房小

区配套设施的成

果。市住建局住房

保障科工作人员

介绍，我市将保障

房建设与区域城

市化相结合，在规

划、建设保障房项

目时，同步规划小

区周边道路、电

力、供暖、燃气、给

排水管网等，确保其与保障房项目

同步实施、同期交工。同时，注重内

外兼修，在大型保障房小区配建社

区服务中心，设立包括文明市民培

训学校、图书阅览室、纠纷调解室、

法律救助站等服务场所在内的“六

室三站一厅一中心”。在有条件的保

障房小区，还配套建设了休闲广场、

运动健身房、羽乒场馆、灯光球场、

电影院等。像金河尚居、龙山雅居等

保障房小区，商铺店面、水电气暖、

培训中心、活动中心、物业管理中

心、医务室、菜市场和各类休闲健身

活动器材应有尽有，集居住、休闲、

医疗、商贸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市区

新的人居亮点区域。

做优服务  群众安居乐业“稳得住”

“我家的水龙头漏水了，请派

人来维修一下。”居民在家里拨打

维修服务电话，维修工接到任务 5

分钟内便上门服务。

细小之处见真情，每一个看

似不起眼的小事, 都是物业工作

人员的日常, 也是需要付出真心

与耐心的细节。金河尚居物业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给居民提供优

质服务，公司建立了 5341 快速反

应机制，即接到居民求助，5 分钟

到达现场，30 分钟解决，重大问

题 4小时解决，特殊复杂问题 1天

内形成解决方案。通过快速反应，

让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得到满足。

此外，该物业公司还设立了自动缴

费平台，开通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方式，让住户足不出户缴纳水、电、

暖、物业等费用。 

让入住居民有归属感、幸福感，

是公租房小区管理的重要一环。我

市坚持“多方参与、民主协商、多管

齐下、共建共享”的思路，以共同缔

造“和谐社区·幸福家园”活动为载

体，全力打造“整洁、舒适、安全、美

丽、和谐”的幸福家园。

金河尚居社区党支部书记时

会萍告诉记者，公租房小区困难群

众多、流动人口多、失业人员多，针

对这一实际情况，社区以“金桥”工

程为抓手，大力开展电商、创业、电

焊、家政、手工制作等多个行业、工

种的免费技能培训，拓宽居民的创

业就业渠道。截至目前，共举办培

训 35 期，培训 2600 人次。

除了帮助住户解决生计问题，

社区还开设了“妇女儿童之家”，在

周末和假期为小区住户子女提供

免费托管，并由退休党员教师、志

愿者进行专门辅导，让家长没有后

顾之忧。

“蔡师傅，我们来看您了！”11

月 18 日，茗苑社区的两名工作人

员来到独居老人蔡师傅的家里，为

他带来了热乎乎的饭菜和两床棉

被。茗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苏海红

告诉记者，虢镇茗苑小区里住了不

少孤寡老人和独居老人，为了让这

些老人住得安心，社区和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与老人们“一对一”结对

子，经常上门看望、慰问老人，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此

外，社区和物业公司还十分注重在

精神上为居民“解闷”。每逢端午、

中秋等节日，他们都会利用小区文

体设施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满

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

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

起点。市住建局负责人表示，将以永

远在路上的奋斗精神，围绕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主题，不断

探索新时代公租房运营管理模式，

持续加强和深化公租房后期管理工

作，让公租房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在

西秦大地焕发永久的生命活力。

楼房穿上“保暖衣”，院落干净

“容颜靓”，设施完善更宜居……如

今，在我市，一栋栋老楼旧貌换新颜，

一个个老旧小区实现装备升级。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牵着民生福

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我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美

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和

城市更新行动为路径，全面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着力完善基础设

施，优化居民居住条件，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造升级  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老地方住惯了舍不得搬，但老

房子设施跟不上让人头疼！”这曾是

渭滨区渭工路 63 号院袁宝华老人的

烦恼，而如今，她的烦恼随着小区改

造的完成一去不返。

近日，记者在这里看到，小区的

入口处装上了新门禁，进出都有门卫

值守。进入小区，视野十分开阔，一栋

栋楼宇粉刷一新，平整的水泥路两侧

是精致养护的绿化带。青砖铺成的广

场上，设置了一排排健身器材，方便

居民在家门口锻炼。一个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的新小区呈现在居民面前。

渭滨区住建局物业科副科长杨

小建告诉记者，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外

部环境的改变外，老旧小区改造更重

要的是基础设施的提升。老旧小区由

于建设年代久远，建设标准较低，普

遍存在屋顶漏水、下水堵塞、供水管

网老化生锈等问题，因此，在改造过

程中，重做了屋顶防水，对水、电、暖、

天然气等管道全部进行了更新，让老

旧小区从里到外都得到“换新”。

渭工路 63 号院的华丽变身并

非个例。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去

年以来，我市抢抓中省老旧小区改造

的历史机遇，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定

位为城市更新、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城市风貌和优化人居环境的

重点工程项目和主要抓手，举全市之

力狠抓落实。2021 年全市开工改造

老旧小区 503 个、1412 栋楼、53143

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3%。截

至今年 9 月底，432 个小区已完工，

涉 及 1228 栋 住 宅 楼、45521 户；

2022 年全市计划实施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 152 个小区、647 栋楼、26987

户，实际开工 158 个小区、678 栋

楼、28183 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4%。到“十四五”时期末，结合各县

区实际，力争基本完成 2000 年底前

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

务，建设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绿色生

态、安全有序、管理规范、和谐宜居的

“美好幸福小区”。

尊重民意  “改造工程”成为“民心工程”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居民居住

条件和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举措，是一项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但另

一方面，改造工作牵涉面广，容易产

生矛盾。那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如

何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确保改造工作

得民心、合民意呢？

凤翔区城关镇凤鸣小区建成已

有近 30 年时间。由于建成时间久远，

小区污水管网堵塞严重，路面受损，

楼道墙体脱落，基础设施陈旧，配套

设施不够完善。为了改善小区环境，

区上经过前期摸底排查、居民意愿调

查，决定对该小区进行改造。

在改造项目建设时，围绕建什

么、怎么建、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们

提前召开居民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

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在项目施工过程

中，认真听取小区居民建言，通过征

集民意，完成施工方案的调整补充。

他们还积极发动居民群众当好“质监

员”和“监督员”，共同监督工程项目

质量和进度。

在居民的建议下，主管部门在小

区楼体外墙做了保温层，重新粉刷了

楼道，改造了污水管网，硬化了路面，

还安装了雨棚和路灯，新建了羽毛球

场，设置了石桌石椅。如今的凤鸣小

区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居民生活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

渭滨区住建局在认真倾听民意的

基础上，坚持做到“一区一策、一楼一

策”。在推进渭工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

时，工作人员发现这里的小区普遍规

模小，有的小区甚至只有一栋住宅楼，

居民没有公共活动空间。为此，渭滨区

统一设计规划，通过拆除违建等办法，

打通小区围墙、打破空间分割、扩展公

共空间，将 18 个小区整合为 4个功

能齐全、整洁美观、安全有序的大型小

区，受到居民的一致称赞。

记者了解到，我市在推动老旧小

区改造时充分尊重居民民意，吸纳居

民代表和社区志愿者全程参与项目

招投标、质量监管与项目验收过程，

全市共有 200 余名居民代表应邀作

为改造项目质量监督员，保证了这一

民生工程做实做细。

齐抓共管  多方携手保成果

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面子”是基

础、管好“里子”是关键。为进一步巩

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我市坚持“面

子”和“里子”同步治理，聚焦“三无”

小区“无人管”“无物管”“管不好”难

题，指导各县区依托社区党组织，建

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

会、居民协商运行机制，搭建共建共

治共享连心桥。通过选聘专业物业企

业服务、业主自管或社区兜底管理等

方式，巩固改造成果，在全市打造了

一大批环境干净整洁、生活便捷宜

居、管理规范有序的美好幸福小区。

“您好，请在这里扫码测温，登记

信息后再进入。”近日，记者在进入陇

县林业局家属院时，被门卫礼貌地

“拦”了下来。据介绍，陇县林业局家

属院在去年实施改造后，就引入了物

业管理。如今居民家里有啥问题，打

个电话，物业人员就会上门服务，跟

住商品房享受的物业没啥区别。

在凤县，为进一步提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成效，县住建局强力推进老

旧小区物业引进工作。9 月底，凤县

银母寺家属院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宝

鸡市致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银母

寺家属院小区物业进驻事宜成功签

约，银母寺家属院小区成为凤县首个

进驻物业的老旧小区。自国庆节物业

公司入驻后，小区的环境卫生越来越

好，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日益增强。

在渭滨区新宝路社区17号院，居

民但凡遇到环境卫生、设施维修、治安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会不假思索地

说一句“找‘我帮你’啊！”“我帮你”院

落服务合作社，是经二路街道为解决

好三无院落管理问题而成立的社会

组织。该合作社激发院落内的党小组、

自治小组、院落达人等多方力量参与

管理，在试点小区推动社区化物业服

务，形成了自治组织自管、合作社协管

的院落治理新模式。去年 9月，“我帮

你”正式开始接管新宝路 17号院物业

服务，联合院落党小组和自治小组摸

排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逐

步取得了群众认可，一系列影响居民

生活的堵点、痛点问题迎刃而解。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鲁淑娟采写、拍摄）

虢镇茗苑小区居民在家门口读书室看书

老房子演绎出新幸福
—— 宝鸡市聚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