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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逐渐完善住房租赁体系，增加供应主体

将建政府住房租赁交易平台

本报6月12日讯(记者 聂
金刚) 记者获悉，利津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自6月
15日起，在利津县境内启用以
下电子抓拍系统，对机动车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据了解，本次启用的电
子抓拍系统包含1 7处电子

警察抓拍路口、12处限速卡
口、17处视频监控、2处区间
测速。

6月15日起，这些路口和
路段的电子监控将正式启
用，广大车主需要自觉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维
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凡

在上述路段、路口有交通违
法行为的，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
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广大机
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
通法律法规，文明驾驶，安全
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
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利津部分路口、路段开始抓拍
包含12处限速卡口、2处区间测速等

利津县检察院开展
“1+3”结对共建活动

限速卡口(12处)
(1)利津县陈汀路高架桥路
段，限速60KM/H
(2)利津县广虎路光前村路
段，限速60KM/H
(3)利津县鲍南路黄路台路
段，限速60KM/H
(4)利津县利候路陈家村路
段，限速60KM/H
(5)利津县前宋路宋集村路
段，限速60KM/H
(6)利津县北外环工业园路
段，限速60KM/H
(7)利津县S316新线汽车站
路段，限速80KM/H
(8)利津县顺和浮桥北路段，
限速60KM/H
(9)利津县S316滨南三矿路
段，限速70KM/H
(10 )利津县S315南洼村路
段，限速70KM/H
(11)利津县S310韩大庄村路
段，限速70KM/H
(12 )利津县S316丁坊村路
段，限速70KM/H

区间测速(2处)
(1)利津县S310盐窝黄村至
利津街道韩大庄村路段，测
速区间全长14 . 9KM，限速
70KM/h。
起止点1：利津县S310盐窝
镇黄村路段。起止点2：利津
县S310韩大庄村路段
(2)利津县S316凤凰街道丁
坊村至滨南三矿路段，测速
区 间 全 长 6 . 6 K M ，限 速
70KM/h。
起止点1：利津县S316滨南
三矿路段。起止点2：利津县
S316丁坊村路段

电子警察抓拍路口(17处)
(1)利津县大桥路与津八路
交叉路口
(2)利津县利一路与津三路
交叉路口
(3)利津县滨港路与津二路
交叉路口
(4)利津县津二路与大桥路
交叉路口
(5)利津县津五路与大桥路

交叉路口
(6)利津县津六路与G220交
叉路口
(7)利津县津五路与S316交
叉路口
(8)利津县利七路与津六路
交叉路口
(9)利津县S316新线与前南
路交叉路口
(10)利津县S316新线与G220
交叉路口
(11)利津县S316新线与凤凰
大道交叉路口
(12)利津县S316新线与利二
路交叉路口
(13)利津县S316新线与利候
路交叉路口
(14)利津县S316新线与工业
路交叉路口
(15)利津县S316新线与S316
交叉路口
(16)利津县荣乌高速连接线
与明王路交叉路口
(17)利津县津八路与S316交
叉路口

日前，东营市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东
营市将通过培育市场供应主体，多渠道筹集租赁房源，鼓励住房租赁消费，加大政策支持等措
施，建立健全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租赁体系。

本报记者 孙川

本报6月12日讯 (通讯
员 刘海宁 牛佳俐) 为
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农村、
社区的联系，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利津检察院开展“1
+3”结对共建活动，通过联
系一个爱心企业、牵手一
个帮扶农村、入驻一个服
务社区，协助解决生产经
营难题，提供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利津县检
察院强化联系走访机制，
检察长每月走访一次企
业、农村、社区，切实践行
服务精神。深入企业一线
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

与企业负责人和职工代表
进行座谈，对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多方施
策，协助帮扶村解决荒地
承包、生产大棚用电难等
问题，在春节、“六一”儿童
节期间走访慰问，为村党
员上党课4次。邀请社区学
生走进检察机关，组织干
警进社区进行义务劳动，
开展法治宣传和志愿活
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截至目前，共
投入资金约10万余元，帮扶
项目8个，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17项。

本报6月12日讯 (通讯
员 王磊) 6月7日，为进
一步提高青少年法治意
识，增强社区中小学生对
法律的感知和敬畏，积极
响应社区共建工作，利津
县检察院开展“守护青春”
活动，邀请60余名中小学生
代表和家长代表到青少年
法制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并为学生和家长代表播放
自编自演的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题材微电影《迷雾阳
光》。

活动中，学生和家长

们认真观听取了基地内容
的详细讲解，积极参与互
动，尤其是其中校园欺凌
等引发的典型案例让在场
学生深受触动。观看完微
电影《迷雾阳光》后，学生
和家长代表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了遵纪守法的重要
性。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
纷表示教育基地内容丰
富，受益匪浅，并表示要把
学到的知识带给身边的同
学，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明
辨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
力，远离违法犯罪。

利津县检察院开展
“守护青春”志愿活动

6月12日，记者从广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近日，来自西水集团的台胞职工张泰豪在东营市广饶县社
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领到了他的社会保障卡，这是东营市
发放的第一张台湾同胞社保卡。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于龙洋 陈宝川 摄
影报道

东营首张
台胞社保卡发放

各县区至少一家国企

开展规模化住房租赁

《意见》提出，到2020年，
东营市将基本形成供应主体
多元、经营服务规范、租赁关
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
系，基本形成保基本、促公
平、可持续的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市场规
则明晰、政府监管有力、权
益保障充分的住房租赁法
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信息
共享、规范有序、便民高效
的住房租赁服务监管体系，
推动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
居的目标。

东营市将不断培育市
场供应主体，支持国有企业
发展规模化租赁，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支持相关国有企业转型
为住房租赁企业开展规模
化住房租赁业务。《意见》提
出，今年12月底前，各县区、
市属开发区都要至少确定1
家住房租赁国有重点企业并
向社会公布。

为了培育更多的市场供
应主体，东营市还将支持房
地产开发企业在新建商品房
项目中长期持有部分房源用

于向市场租赁，不仅如此，东
营市将鼓励个人依法自行出
租，或委托住房租赁企业、中
介机构、物业服务企业，出租
符合安全要求、满足基本使
用功能的自有住房。

鼓励住房租赁消费

子女或将就近入学

东营市将引导城镇居民
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合
法稳定就业或符合当地人才
引进规定的非本地户籍承租
人，可凭登记备案的住房租
赁合同等证明材料申报居住
登记、申领居住证。符合当地
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
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享受义
务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简化相关手续和办事流
程，为承租人申领居住证和
住房租赁企业协助办理提供
便利。

同时，对具有本地户
籍、在城区无住房、能提供
经登记备案长期租赁证明
的家庭，教育部门可实行义
务教育适龄子女就近入学。
同一套住房在同一就学时
段内，只允许同一租赁家庭
的子女就近入学。学校和教
育、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相

关机构不定期对学生居住情
况进行抽查核实，违规行为
记入信用记录并纳入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

税收有优惠

还将建租赁交易平台

《意见》提出，东营市将
对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
企业、机构和个人，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支持。落实营改增
关于住房租赁的有关政策，
对个人出租住房的，由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1 . 5%计算缴
纳增值税；对其他个人出租
住房月收入不超过3万元的，
2020年底之前可按规定享受
免征增值税政策；对一般纳
税人出租在实施营改增试点
前取得的不动产，允许选择
适用简易计税办法，按照5%
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东营市还将建设政府住
房租赁交易平台。通过服务
平台，提供便捷的租赁信息
发布服务，推行统一的住房
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实现住
房租赁合同网上备案。建立
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标准，确
保信息真实准确，规范住房
租赁交易流程，保障租赁双
方特别是承租人的权益。

相关链接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