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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划出这些新重点：

今年改造老旧小区 60万户以上
去年，河南全省住建领域完成投资超过 1.5 万亿元、占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约三分之一。今年我省将以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
总抓手，集中精力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生态建设绿色发展、乡村建
设主战场……
1 月 12 日上午，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除了
晒出去年的“成绩单”，同时确定了今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路线
图，省住建厅厅长赵庚辰所作的会议报告中明确，今年全省住房城乡
建设系统将重点做好 9 个方面的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 周兰

【关键词 1：
百城提质】 实施百城提质新三年行动
“十三五”期间，河南以 105 个县
级城市为重点实施了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突出做好
“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
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走出了
一条生态、融合、适度、集约、高效型的
城镇化路子。
据悉，我省将深入实施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
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
手，制定印发了《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记者了解到，百城提质新三年行
动计划主要是围绕建设宜居、生态、精
致、人文、安全、文明城市，
进一步加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
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省住建厅
作为牵头单位，将会同有关部门统筹
安排、合力推进、强化指导、狠抓落实，
推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深入开展。

【关键词 2：
租购并举】 力争新提供 8 万套（间）租赁住房
房地产一直是民众关心的话题，
2021 年，我省将继续严格落实“房住
不炒”，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着
力解决城市住房问题。
在稳妥有序推进
“一城一策”
试点
工作的同时，将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培育规模化专业化租赁企业，多
渠 道 筹 集 房 源 ，力 争 新 提 供 8 万 套
（间）租赁住房。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
测，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根
据计划，郑州市要做好中央财政支持
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工作，用好中央和
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大力培育住房租
赁企业，筹集房源 6.2 万套（间）以上，
新增住房租赁备案 2 万套（间）以上，
新增住房租赁备案率达到 100%。
我省还将积极推进老城区棚户区
改造，根据计划，新开工棚改安置房
10 万套、基本建成 13 万套以上。与
此同时，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据

悉，省委省政府将老旧小区改造继续
列入今年民生实事，纳入 2020 年中央
补助支持范围的老旧小区上半年全部
完成改造，纳入今年中央补助支持范
围的老旧小区 6 月底前全部开工、年
底前基本完成改造，全年完成改造不
少于 60 万户。
我省还将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
制度受益范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自
愿缴存机制，开展住房公积金支持租
赁住房发展试点，支持城镇新市民利
用住房公积金租购住房。规范住房公
积金管理，
优化缴存和使用政策，
支持
城镇老旧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
于加装电梯和自住住房改造。此外，
我省还将持续推进问题楼盘处置化
解，开展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三
年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房地产市
场乱象，加快房地产信用管理体系建
设，净化市场环境。

【关键词 3：
城市治理】 将治理隐患窨井盖超 26 万个
今年我省将继续提升城市治理水
平，其中首要的便是推进市政基础设
施补短板，将实施城市道路综合提升
治理、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城镇燃气、热
力、
供水等老旧管网改造。省辖市 130
处重要易涝点基本完成治理任务。
在改善市容市貌方面，将制定实
施城市环卫保洁标准，探索建立第三
方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城市环境卫生
精细化管理。并且将推进人行道净化
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
据悉，今年我省还将开展窨井盖

专项整治。窨井盖治理已列入今年省
民生实事，
根据要求，
全省各级城市管
理部门要对城市公共区域窨井盖开展
普查确权，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窨井设
施及时改造，治理隐患窨井盖超过 26
万个，力争用 3 年时间全部消除窨井
盖安全隐患。此外，为提升物业服务
质量，我省将推行物业服务规范，
提供
“质价相符”
的物业服务。将提请出台
《河 南 省 物 业 专 项 维 修 资 金 管 理 办
法》，健全维修资金交存、使用等机制，
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 4：
转型发展】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今年，我省还将推动建筑业和勘
察设计转型发展。省住建厅将加大指
导支持力度，积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
竞争能力的龙头骨干企业。项城、平
舆、长垣、潢川、鄢陵、固始等市县要发
挥特色专业品牌优势，促进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
同时，我省将提升新型建筑工业
化水平，出台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

展实施意见，推进以装配式建筑为代
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推广精益
化生产施工，推进实施建筑全装修和
装配化装修。
此外，我省还将出台工程造价改
革方案，
完善工程计价依据发布机制，
取消最高投标限价按定额计价规定，
推动建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工程造价
新机制。

【关键词 5：
绿色发展】 郑州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推进生态建设和绿色低碳发
展也是今年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的一项重点。
记者了解到，根据计划，我省
将强化省市两级生活垃圾分类立
法，
制定实施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意见，
以加快分类处理设
施建设和促进居民分类投放习惯
为重点，
因地制宜加快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根据要求，
郑州市要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4 个省级试
点覆盖率达到 55%以上，其他省
辖市达到 30%以上。

我省还将大力开展黑臭水体
整治和海绵城市建设，
持续推进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县级城
市建成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
区消除比例将超过 70%，
缺水型城
市再生水利用率要达 25%左右。
据悉，
今年我省还将加强城市
园林绿化，
全省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达到 37%，成功创建一批生态园
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县城、乡
镇）。此外，还将开展绿色建筑创
建行动，
全省绿色建筑占比要达到
60%以上。

【关键词 6：
乡村建设】 开展县域新型城镇化等试点示范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如期完
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今
年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记者了
解到，
今年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也将推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除
了巩固危房改造成果外，
还将加强
农房建设管理。规范村民自建住
房，开展宜居农房建设试点，鼓励
建设绿色农房，
推广装配式钢结构
农房。
据悉，
今年我省还将配合住建
部开展县域新型城镇化等试点示

范。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就地城
镇化和以县域为单元的城乡统筹
发展，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垃圾
处理等设施向周边村镇延伸。根
据要求，郏县、宜阳、修武 3 个试点
县要持续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试
点，形成制度框架，为全国探索经
验。光山县要提升共同缔造培训
基 地 软 实 力 ，更 好 发 挥 基 地 作
用。此外，
我省还将推进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
逐步将小城镇建成服
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关键词 7：
特色风貌】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
为塑造和彰显城乡特色风貌，
我省将强化城市和建筑风貌管控。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
化 遗 产 ，我 省 将 开 展 规 划 期 至
2035 年 的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编制，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城
全部完成历史街区划定和历史
建筑确定工作。加快历史建筑
测 绘 建 档 ，建 立 历 史 建 筑 数 据

库。此外，还将加强传统村落和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利用。
开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
村落保护规划编制修编、保护情
况检查和普查推荐，组织申报国
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市，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动态管理，推进省级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平台建设。

【关键词 8：
放管服】“低风险项目”
审批不超15个工作日
去年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持
续推进
“放管服”
改革，
而今年还将
继续深化
“放管服”
改革。其中之一
便是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分
级分类管理，
全面推行施工许可电
子证照，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
在线审批。其中，
在确保质量安全
前提下，
我省将对社会投资的小型
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
由政府部门
发布统一的项目范围、
开工条件，
项

目单位取得用地、满足开工条件后
作出相关承诺，
政府部门直接发放
相关证书，
项目即可开工，
全流程审
批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日。
此外，将实施全流程优化，年
底前供水、供气用户报装时间压缩
至 3 个工作日以内。进一步提高
住房公积金业务线上办结率，
推动
高频服务事项
“全程网办”
“一证通
办”
“刷脸秒办”
“跨省通办”。加快
住房保障
“一网通办”
“一证通办”。

【关键词 9：
安全生产】排查城市地下有限空间
据悉，
今年全省各级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将深入开展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
重点开展城市地下有
限空间、危大工程、城镇燃气、房屋
建筑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整治行
动。全面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安全
运行管理，落实制度标准，加强教
育培训，
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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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风险防控。
据悉，
今年我省还将有序推进
城市体检，以郑州、洛阳都市圈内
城市为重点，
开展省级城市体检试
点，治已病防未病。根据要求，郑
州、洛阳和有条件的城市要选取一
定区域，
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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