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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居集团揭牌成立

保障珠海市民
“居者有其屋”

一查便知
房地产交易监管平台将上线

“珠海市房地产交易监管
平台”下月底将正式上线，届
时，不但全市一手房的预售信
息及预售资金监管实现“全透
明”，就连二手房的房源信息、
中介信息、经纪人资质等均要
求全面公开。假房源、
黑中介，
市民将一查便知。
（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扫描左方二维码，
收 看 珠 海 电 视 台《珠 海
新闻》节目。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5
月 14 日，珠海市安居集团有限公
司在珠海传媒集团报业大厦正式
揭牌成立。副市长刘嘉文为安居
集团揭牌。在揭牌仪式上，安居
集团分别与市住房保障服务中
心、华发集团、广东建融公司签订
了 4 个项目的合作协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和为实施“珠
海 英 才 计 划 ”提 供 保 障 ，珠 海 市
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珠海市安居
集团有限公司，保障珠海市民与
新进人才“居者有其屋”。今年 4
月，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多
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住
房制度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安居集团对全市范围内人才住
房、保障性住房和各类租赁住房
的整合、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职
能，助力我市构建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逐步建成政策性、专业化、规模化
的安居平台。
在揭牌仪式上，安居集团与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签署《房产
管理权移交协议书》，由市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将 4200 套保障性住
房的管理权移交给安居集团运营
管理。市民可前往安居集团位于
报业大厦 1 楼的住房租赁服务大
厅咨询和办理公租房租赁事宜。
安居集团与华发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安居住
房开发建设、投融资和运营管理

等方面进行全面战略合作；与华
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
约，合作设立珠海安华安居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共同谋划建设一
批共有产权住房、人才住房、市场
化租赁住房等安居住房项目。据
悉，安华公司第一个筹建的项目
是中山大学共有产权房项目，该
项目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人才住房约 1500 套。
安居集团还与建行下属广东
省建融住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珠海市安建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合资协议书》，合作开展市场化
租赁住房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打
造长租公寓品牌，为广大租房群
体提供高品质居住空间和一系列
租房金融服务。

一定小心
交警严查这 19 个路段

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通
行效率，
缓解交通拥堵，
珠海交
警部门决定从 5 月 15 日开始，
集中一个月时间，在全市开展
插队打尖专项整治行动。
（珠海邻新闻微信公众号）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移交给安居集团的保障性住房榕园。

一周年啦

安居集团供图

珠海这个
“网红”
过生日

定了！今年香洲区 12 所公办幼儿园招生 2344 人

孩子上哪个幼儿园？本周五电脑派位
（珠海特报 APP）

本报讯 记者卢展晴报道：宝爸
宝妈们最紧张的时刻又快到了！记
者 14 日从香洲区教育局获悉，2019
年香洲区公办幼儿园招生电脑派位
时间已定，
将于 5 月 17 日 15 时举行，
派位名单将现场
“出炉”
。
据了解，今年香洲区公办幼儿

园学位大幅增加，12 所公办幼儿园
共 招 生 2344 人 ，相 比 去 年 增 加
1133 个学位。其中，2253 个学位将
通过电脑派位产生，
占比 96.12%。
为确保公平公正，香洲区教育
局 13 日发布通知，诚邀部分家长代
表参与现场监督，有意愿者可通过

自主报名提出申请。报名时间为 5
月 15 日 15:00-15:30。
按照规定，符合条件的家长需
填写申请表，于报名时间内连同本
人身份证复印件交至幼儿本次报名
的园所。因受场地限制影响，每所
幼儿园只能安排 1 名幼儿家长代表

参加。如各幼儿园报名人数多于 1
人，则由各园从符合条件的家长中
随机抽取 1 名代表。
5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后，香洲区
教育局将在“香洲教育”微信公众号
及各幼儿园门口公示参加本次电脑
派位的家长代表最终名单。

5 月14日，
“随手拍”
上线一
周年啦！从1.0到3.0，
这每一次
进步、
每一次成长，
都是希望市民
能看到珠海变得更美更文明。
截至2019年5月14日9时，
“随手
拍”后台共收到 13360 条曝光
信息，
完成整改 12873 条。
（珠海文明微信公众号）
田海 整理

专题
市安居集团打造政策性专业化规模化安居平台

助力构建多主体供给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2019 年 5 月 14 日，珠海市安居
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成立珠海首家专营
住房租赁市属国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
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
见》的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
实施“珠海英才计划”加快集聚新时
代 创 新 创 业 人 才 的 若 干 措 施（试
行）》出台，我市决定成立住房租赁
国有企业，承担全市范围内的保障
性住房、人才住房和市场化租赁住
房的整合、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职
能。2019 年 2 月 2 日，安居集团应
运而生。
安居集团是我市首家专营住房
租赁业务的市属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金 30 亿元，是市属国有独资公司，兼
具市场化、政策性和公益性属性。成
立安居集团，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实
施“珠海英才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
部署，是探索人才住房保障新模式的
重要举措。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市场化运作”原则，安居集团负责
统筹全市人才住房、共有产权住房、
各类租赁住房的整合、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着重体现公共服务和社会
引导功能。同时，将发挥国有住房租

赁专营机构的引领作用，引导建立我
市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力争打造成
为我市政策性、专业化、规模化的安
居平台。

确立战略定位
和发展方向
安居集团是以珠海市范围内保
障性住房、人才住房和市场化租赁住
房的整合、投资、建设、管理运营为核
心，以建筑设计、施工图审查、工程建
设服务为抓手，以综合配套服务为依
托的政策性、专业化、规模化的集团
公司。
据介绍，安居集团将加快推进对
保障性住房储备用地、国有闲置土
地、物业进行公共租赁住房规划建设
改造，参加城中旧村、老旧小区微改
造，增加租赁住房供给，促进我市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2018 年至 2020
年 我 市 将 新 增 住 房 4.8 万 套 ，其 中
25%为保障性住房；2021 年至 2025
年，新增住房 14.3 万套，其中 30%为
保障性住房。
另外，安居集团将积极探索我市
共有产权住房的开发模式，增加共有
产权住房供应，为我市各类人才解决
住房后顾之忧。
据悉，安居集团将坚持“房住不
炒”的定位，助力我市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
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
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不断提升我市对
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缓解我市的住
房供需矛盾，解决“房价高企、房源不
足与人才对住房迫切需求矛盾”等现
实问题。

重点打造
三大业务平台
安居集团将以统筹建设管理人
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为中心，重点
打造三大业务支撑平台。
一是租赁服务平台。统筹建立
全市公共租赁住房和社会住房的综
合性住房租赁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实
现各类住房从网上申请、分配入住到
后续管理的租赁全过程管理，完善租
赁信息动态监测体系，规范住房租赁
市场秩序，向社会公众提供高效、便
民的公共服务。
二是保障房投资建设平台。对
接珠海人才发展战略，通过整合现有
资源及新建、购买、租赁、配建等方式
筹建保障性住房、人才住房，积极探
索共有产权住房等创新人才住房模
式，提高保障住房、人才安居的供应
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珠海特色的住
房保障体系。
三是保障房配套融资平台。积
极与建行等相关金融机构合作设立

我市的安居金融平台，探索新的多元
化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
公共租赁住房、人才住房的建设运
营，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持续发展
的资金。

接手全市 4200 套
公租公产房运营管理
根据市政府有关批复，市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管理的公产房和公租房
全部移交安居集团运营管理。在当
天的揭牌仪式上，市住房保障服务中
心与安居集团现场签署房产管理权
移交协议，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把持
有的福利性住房、周转性住房等物
业，以及配套的公共用房、经营性用
房、车位、设施设备用房等约 4200 套
房产的管理权、使用权正式移交安居
集团，具体由安居集团下属珠海市住
房租赁有限公司对接收的房源进行
统一管理、运营。
这些保障性住房主要有榕园
1140 套、莲塘公寓 773 套、大镜山馨
园 804 套、翠前新村 209 套、白石小
区 216 套、新竹花园 102 套等。安居
集团将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进
一步筹集土地、房产等资源。

强强联合整合资源
开展战略合作
当天，安居集团与广东省建融住

名词释义

公共租赁住房
珠海市的公共租赁住房是指限定建
设标准和租金水平，
面向本市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职工、
专业人才和异
地务工人员等对象出租的保障性住房。

人才住房
人才住房是指专项用于人才就业
的生活配套租赁住房，
解决人才在某地
创业的短期租赁和过渡周转用房。人
才住房按照
“政府引导、
财政支持、
市场
化运作、
社会化管理”
“市场价、
明补贴、
有期限”
和
“轮候补租、
契约管理、
只租
不售”
的原则进行租赁和管理，
以社会
闲置房作为补充。通常是限定租期，
高

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合作设立珠海市安建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利用合作双方的品牌、平台技术、
客户资源、项目资源、业务经验等优
势，
开展市场化租赁住房的投资、
建设
和运营，
打造长租公寓品牌，
为广大租
房群体提供高品质居住空间和一系列
租房金融服务。
安居集团与华发集团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安居住房
投融资、开发建设、住房经营、综合运
营管理等方面深入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合作。
此外，安居集团与华发集团旗下
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将成立珠海安华安居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共有产权住
房、人才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等安
居住房项目。
为助推高层次人才安居落地，珠
海市政府拟在高新区建设中山大学
珠海校区共有产权房。安华公司的
首个项目即“中山大学人才共有产权
房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共有产权
房约 1500 套，将定向销售给中山大
学相关教职工人才。住房初步拟定
个人持有 70%产权、政府持有 30%
产权。据悉，该项目是市级首个共有
产权房项目，具有重要的政策引导意
义，将助推落实“珠海英才计划”，完
善我市人才住房保障体系。

温馨提示

六类人可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
根据《珠海市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我市公共租赁
住房的保障对象分为六类群
体，申请人可根据家庭情况，
选择符合条件的群体类型上
网申请。六类人群分别为：

1

本市户籍的应保
尽保低收入家庭

2

本市户籍的
其他低收入家庭

3

本市户籍的
住房困难家庭

共有产权住房

4

本市户籍的
新就业职工

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
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销售
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
格水平，并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实
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
策性商品住房。

5

专业人才

6

外来务工人员

级人才入住附带政府补贴。

市场化租赁住房
市场化租赁住房是房地产市场
一个新兴的行业，由企业自有房源或
通过长租的方式吸收社会房源，通过
翻新改造并配齐家具家电后，向有需
求的人士出租的住房。

采写：
本报记者 宋显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