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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翻番 上半年新房卖疯了
济南房产交易创四年新高，二手房买卖同比增三成

□记者 赵国陆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14日，济
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通报上
半年市区房产交易情况，上半年新建
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总量接近6万
套，创四年来新高。二季度二手房交
易量整体上涨趋势明显。

据介绍，上半年市区二手房买卖
网签20756套、158 . 48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27 .1%、28 .8%。其中，二手住房网
签18312套、144 . 33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21 . 9%、25 . 7%。二季度存量房交易
量明显上升，买卖网签13225套、99 .5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1 .8%、57 .1%；其
中，二手住房网签11684套、91 .78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48.3%、53.2%。

从产权登记部门的工作量可以
看出二季度楼市升温，交易日趋活
跃。二季度，市区共为12 . 45万套房屋
办 理 各 类 登 记 业 务 ，登 记 面 积
1270 . 85万平方米。共发放房屋权属
证书5 . 5万件、各类房产证明7 . 1万
份。

受“3·30房产新政”的影响，在金
融与税收双重利好的影响下，济南市
的房产交易量异常火爆。上半年，济
南新建住宅网签4万余套，比去年同
期增长1倍。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网
签总量接近6万套，创四年来新高。

您眼中的山东有线是什么形象？
您期待山东有线带给您什么样的服
务和体验？赶快发挥您的想象力，为

“山东有线用户节”绘制LOGO、撰写
口号吧！您的作品将会跟随“山东有
线用户节”的脚步走进千家万户。“山
东有线用户节”是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发起的意在增强对用户的感恩
回报和互动交流、加大用户参与感和
体验的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 山 东 有 线 用 户 节 ”形 象 标 示
（LOGO）和活动口号。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二、作品要求
1 .要充分反映山东有线以用户

为本、服务用户、回馈用户、回报社会
等理念。

2 .LOGO应便于识别，构图新颖，
寓意深刻，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美观大方，通用性强，适合在多种场
合和不同载体上使用。

3 .活动口号应以用户为核心,简洁
明了、积极向上、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4 .应征作品图片格式为GIF、
PNG、JPG等常见图片格式，需说明
标准比例，彩色图需说明标准色。请
作者保留标志文件的ai/cdr矢量格式
或psd格式的原图，如采用手绘请自
留底稿。

三、提交方式
应征者应提供书面稿件及电子

附件形式各一份，同时需附不少于

100字的创意文字说明。来件请注明
作者姓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书面稿件请函寄，谢绝现场交稿。

征集时间：2015年7月15日2015
年8月10日24:00（以电子邮件发送时
间为准）；

联系人：谢女士，联系电话：0531
-85051676；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
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B5B号楼；

联系邮箱：3228494447@qq.com,
邮件标题为“LOGO+作者姓名”或

“口号+作者姓名”。
四、注意事项
1 .参赛的团体或个人必须保证

对提供的设计方案及其所有素材享
有著作权、所有权、使用权，不得剽窃

抄袭他人创意的作品，应征作品应为
原创、未发表过的作品，如有抄袭，由
作者本人承担责任。

2 .作品涉及、引用的图片、文字
等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或其它权利。

3 .参赛作品在参赛期间引起的法
律纠纷，由参赛团体或个人自行承担。

4 .本次获奖作品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归主办单位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所有，今后用于其它宣传不再另
付稿酬。

5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参
赛稿件不退稿，参加征集活动视为同
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

6 .为便于创作，参赛者可登陆山
东广电网络集团官方网站h t t p : / /

www.sdgdwljt.com/查询了解基本情
况。

五、评选奖励办法
我公司将于征集活动结束后，组

织对应征作品进行评选，选出“山东
有线用户节LOGO”获奖者1名，奖金
人民币5000元；选出“山东有线用户
节活动口号”获奖者1名，奖金人民币
5000元。获奖者应自行按照相关的法
律规定承担并缴纳前述奖金的税金。

评选结果将于8月中旬在集团官
网发布。

六、本征集活动由山东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负责组织，解释权归山东广
电网络有限公司。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5日

“山东有线用户节”LOGO及活动口号征集令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济南
“产业电子地图”系统8月31日前
试运行；未开工或在建商品房可
改户型；推进公益服务场所和商
业街区、旅游景区等热点区域无
线网络全覆盖……14日，济南市
政府公布了《济南市稳定增长促
进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
50条措施。下一步，各项政策措施
还将具体细化，确保尽快转换到
操作层面。

“产业电子地图”试运行

审批提效是重要一环。“50
条”提出，凡有审批需求的市重点
建设项目和重点预备项目，将全
部实行绿色通道审批服务。

济南将取消企业投资项目有
关资金证明、履约保证书等审批
要件，凡前一环节审查收取的审
批要件后续环节一律不得收取。
据悉，首批清理取消相关审批要
件清单将于7月底前出炉。

对企业投资的核准类项目，
除国家规定的重特大项目需环评
前置审查外，仅保留用地预审、规
划选址审查，实行并联审批。

网上审批方面，济南市“产业
电子地图”系统8月31日前投入试
运行，形成全市统一的招商服务
平台和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服
务平台，实现与审批服务管理系
统互联互享。

允许开发企业调整套型

据悉，济南将实行行政事业
性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于9月30日
前制定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清单，凡未列入目录的一律不收
费，并加大行政事业性收费监督
检查力度，凡收费标准有上下限

的，一律按下限标准收取。
在房地产方面，“50条”提出，

对未开工或在建商品住房项目，
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必
要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开发
企业适时调整套型结构。

“50条”还提出，凡在建项目
按时足额缴纳应缴城市建设综合
配套费和新建住宅小区供电配套
工程费的，各项验收须按工程进
度同步进行，建成或交付之日前
完成验收并出具相关证明，市政
公用等部门同步完成相关配套工
程。

公益场所WIFI全覆盖

济南“50条”提出，在住房消
费、旅游消费、汽车消费、信息消
费、养老消费以及电子商务等六
大领域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
施。

济南将稳定住房消费，并优
化住房供给，提高棚户区改造货
币化补偿安置比例，鼓励在存量
住房中选择安置。而且，还会给予
养老机构一些政策倾斜。

网费、网速等“网事儿”，一直
以来都是市民普遍关注的热点话
题。“50条”提出，推动宽带提速降
费，而且，还会推进交通场站、文
体场馆、医疗卫生机构等公益服
务场所和商业街区、旅游景区等
热点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

复制上海自贸区制度

在提振外贸出口上，“50条”
提出，济南市围绕加大对出口企
业支持力度、复制实施上海自贸
区创新制度、强化济南综合保税
区带动作用等方面制定相应的
政策措施。主要是引导金融机构
扩大对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增
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尽快借
鉴实施上海自贸区保税展示交
易、仓储企业联网监管、智能化
卡口验放等7项创新制度；增强济
南综合保税区口岸功能，积极争
取在全国开展网络贸易示范区建
设试点。

在建商品房可改户型
济南推出“稳增长促发展50条”

共发放房屋
权 属 证 书

5 . 5万件、各类房

产证明7 . 1万份

登 记 面 积

1270 . 85万平方米

二季度，市区

共为12 .45万套房屋

办理各类登记业务

二手房买卖网签

20756套

158 . 48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7 . 1%、
28 . 8%。

上半年济南新建住
宅和二手住宅网签

总量接近6万套

新建住宅网签

4万余套

比去年
同期增

长1倍

楼市升温 新房卖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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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国陆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7月底，在交易大厅办理
二手房交易，报税、过户等流程可以在一个窗口完
成，不再来回排队。同时，8月初新增10台自助查询
机。

据了解，房屋限制信息查询占总查询量的
2 5 % 。目 前 ，通 过 房 管 部 门 政 务 网 站
（www.jnfg.gov.cn）的网上服务大厅、政务微信（“济
南房产登记”）等，都能查询房屋是否存在限制信
息、甄别房产证真伪、核验查询证明的真伪等。这些
能够通过网络自助完成，市民也无需支付任何费
用，更不用跑腿到交易大厅。

济南市房产登记中心主动为相关部门提供信
息查询端口，通过部门协作完成信息核查，减少市
民“被证明”的次数。7月底，凡到大厅办理二手房交
易的市民，可直接在受理窗口完成二手房交易登记
及税收材料的申报，无需多个窗口来回排队。

8月初，房产登记中心将在一楼大厅增设10台
自助查询机。同时，经过两个多月的数据整理及补
录，完善了数据库中近10万条身份证信息，提高自
助查询服务的准确率。

部门协作减少“被证明”

□记者 赵国陆

近期，伴随房产交易及贷款新政的实施，全国多地出
现了成交量暴涨、交易大厅人满为患的情形。有的城市被
迫采取限号等措施，再次出现了市民“半夜排队”、“一号
难求”的场面。济南虽然同样是交易量居高不下，但房产
交易服务大厅并未出现市民凌晨排队的情况，而是秩序
井然。

济南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主任杜建刚介绍，这主要得
益于提前采取了几大举措。首先是流动服务队已成为办理
批量业务的主力军。上半年流动上门服务101次，办理各类
业务12729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 . 5%，有效分流了交易大
厅的人员。其次，网上预约服务作用明显。今年，房管部门增
加预约服务时段与数量，扩展预约服务方式，即时向社会发
布预约情况和预约数量信息，每天分不同时段可提供180个
预约号，仅6月份就有982笔业务通过预约方式办理，占当月
受理量的5%。此外，房产自助查询设备的替代效应越来越
大，目前市民可通过自助设备打印银行贷款、子女上学、户
口迁移、单位分房、低保核实、保障性住房核实等6类证明；
可查询房屋的自然属性、限制事项和办证进度等信息。上半
年，自助查询机共出具各类证明16000余份，有效分流了办
事人群，减轻了人工窗口的压力。

房产交易大厅未见排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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