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经济指标超额完成
2018 年，城固县房产管理局

完成市考县指标新培育房地产开
发企业 5 户，占全年考核指标任
务的 250%；完成“四上企业”纳归
入统 7 户，占全年考核指标任务
的 700% ；完 成 综 合 收 入 650 万
元，占全年任务的 116%；完成引
进棚改项目 2 个，策划亿元以上
项目 2 个，占全年考核指标任务
的 100%；完成房产测绘 630 宗，
房产评估 90 宗；分别占全年任务
的 100%及 100%；实现物业管理
接管面积 9.4 万平方米，占全年任
务的118%。

房地产市场运行稳中有增
城固全县共有开发企业41家，

全年共有开发在建项目15个，施工
面积 41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 6.8
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
资 13.2 亿元；2018 年全年，全县住
宅商品房销售面积 18.55 万平方
米，商铺销售 1.17 万平方米；办理
预告登记525户；实现销售收入5.9
亿元。截至目前，全县商品房库存
10.8万平方米不足1000套，商品房
价格稳中有升。二手房交易面积

5.05万平方米，实现交易收入9410
万元。

保障性住房管理不断加强
按照“和谐社区·幸福家园”

创建标准，城固县房产管理局一
手抓老旧保障房小区提升改造，
一手抓新建保障房小区配套完
善，成功创建了“省级‘和谐社区·
幸福家园’”。恒基馨城 365 套公
租房全部收回分配入住，快速推
进数十幢保障房建设工程结算审
计，多年遗留问题得到解决。租
金调整和“分档补贴”同步实施，
确保了公共租赁住房并轨运行，
稳步推进。实现了保障房资格审
查“大数据”联审机制，得到了广
大保障户的一致好评。

“两个市场”得到有效监管
城固县房产管理局多措并举，

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物业市场管理
力度。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城固县
房产管理局积极配合汉中市房地产
协会，对全县27家开发企业进行诚
信考核抽查，其中，诚信企业25家，
警示企业2家。在开展房地产及中
介市场整顿工作中，针对房地产开
发、预（销）售、中介等各环节中存

在的面积短缺、隐价瞒价、虚假广
告、价格欺诈等各种违规行为，共
组织巡查 10次，专项检查 1次，检
查项目9个，查处违规行为3起，对
3家违规开发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并责令限期整改。

物业市场管理方面，加强了对
全县 23 家物业企业的监管、考
核。通以走访业主、到小区实地
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暗访
调查等形势进行为期 8 个月的专
项整治工作，对发现问题的 2 家
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限期进
行整改。

脱贫攻坚真抓实干
按照脱贫攻坚工作的具体要

求，城固县房产管理局帮扶对口
村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
产业链接。还协助帮扶对口成立
了“城固县分水光伏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并将民乐家园A区屋顶
提供给该企业建设扶贫光伏电
站。目前，该项目已竣工并投用。
同时，城固县房产管理局全体帮扶
干部认真对照脱贫研判发现的问
题，积极进行整改完善，“四支队
伍”严格按照五级部门对2018年脱
贫攻坚工作督查暗访发现问题进行
比对，找准问题，制定台账。目前，
帮扶对口村脱贫工作已经省级评审
组验收通过。

党建工作扎实开展
城固县房产管理局严格执行党

内政治制度，充分发挥党支部主题
作用，以“主题党日+”活动为抓手，

推行“党员政治生日”、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双重组织生活会、党员“双
评议”等基本制度，将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真
正洗礼思想，触动灵魂，增强党内政
治生活的原则性、纯洁性、战斗性。
同时，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
深入实施“思想奠基、党性塑造”工
程，精心谋划、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作风纪律建设深入推进
为持续巩固“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成果，进一步贯彻县委的统一安
排和部署，按照市、县总体要求，城
固县房产管理局认真部署了 2018
年“激情、干净、超越”主题作风建
设活动，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及时
成立了深化作风建设活动领导机
构，并制定了《关于开展以“激情、
干净、超越”为主题作风建设实施
方案》《2018年党风廉政实施意见》
《2018年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意
见》《2018 年 纪 检 工 作 要 点》和
《2018 年党建工作要点》等一些制
度文件，同时组织全局干部职工集
中学习了县作风整顿办及局《关于
开展以“激情、干净、超越”为主题
作风建设实施方案》《中央八项规
定》等文件、讲话，让全体干部职工

充分理解了激情干事是根本、干净
做人是底线、勇于超越是目标，以
及争做担当有为“三型”干部的扎
实理念。据统计，城固县房产管理
局全年累计进行作风纪律专项检查
24次，对12名职工进行了约谈，对
1名有违纪行为的职工进行了行政

处分。
2019年即将到来，城固县房产

管理局已经提前进行了安排部署。
2019年，城固县房产管理局计划实
施棚户区改造项目 7个，年度计划
投资4.58亿元；计划实施保障性住
房建设项目 5 个，年度计划投资
1.16亿元；还计划牵头做好陕飞棚
户区改造项目、张骞古城项目、恒大
御景湾项目等 10个项目的续建工
作，以及华泰银座、鸿祥E座、八佰
锦熙等 3个新建项目的筹建工作。
新的一年，城固县房产管理局将在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主
管部门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立足

“聚焦一项教育、做到二项达标、狠
抓三项重点、强化四项管理、实现五
项目标”的工作思路，以钉钉子精神
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全面完成
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推动新
年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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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汉中市房地产行
业协会应运而生。协会自成立以
来，以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
政府为宗旨，同时，加强行业自
律，培育诚信行风，反映行业诉
求，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为推动汉
中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好服
务。协会成立五年来，大胆探索，
砥砺前行，在重点工作上实现了
四大突破。

建家立业
实现新突破

协会积极解决办公场所、招聘工
作人员、抓紧建章立制、创建服务平
台。为更有效地服务于行业，做好政
策引领和市场分析，创办了《汉中房
地产》内刊；为更高效地服务于企业，
建立了网站、QQ群、微信群等信息平
台，强化了与会员单位的零距离互
动，为协会工作有序运转奠定了良好
基础。

行业服务
实现新突破

协会积极帮助企业赴西安代
办资质年检，化解信访矛盾，尽
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及时提供培

训服务，共举办商品房销售人员
培训班 11 期，培训销售人员 1650
人次，还举办网签人员、财务人
员、营改增及新版商品房买卖合
同培训等；适时提供政策资料服
务，组织编印了《房地产行业营
改增政策解答》《房地产行业常
用法规选编》两书（册），免费发
放 1700 多册。

行业发展
实现新突破

协会积极搭建发展平台，分别
于2014年1月和2016年6月成功举
办了两期房博会，参展企业 60 余
家，现场共接待参观咨询市民 12万
多人次，在为购房者提供看房、买
房便利的同时，更为企业提供了一
个集中展销、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的大平台。探索引入互联网 +。
2015 年，汉中市房协与《三秦都市
报》联合举办了《房途》栏目和“房
团”系列专题推介活动，运用“互联
网+”营销模式对去库存进行有益
探索，为促进汉中“三市”建设及房
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另外，为了正确引领全市
房地产发展方向，协会于 2016 年

组织开展了优秀楼盘评选活动。
对已建成入住的楼盘进行专家点
评、推荐和实名投票，最终恒大城
等 8 个楼盘被评为 2016 年汉中市
优秀楼盘奖；汉府国风等 2 个楼盘
被评为 2016 年汉中市优秀楼盘提
名奖，有力地促使全市房地产业迈
向中高端市场。

行业规范
实现新突破

坚持每年对房地产企业进行诚
信考核，4年来共考核企业 815 家
次，其中诚信 703 家次、警示 79 家
次、失信 15 家次、不合格 18 家
次，建立了企业诚信档案。通过
对销售人员培训，促进了持证上
岗，规范了销售秩序。积极开展
典型示范，前 3 年共评选表彰最
佳诚信企业 82 家次、最佳诚信销
售人员 57 人次。今年，协会按照
市信用办和市住管局安排，在全
省行业内创新开展了诚信“红名
单”评选活动，经过一系列严格
程序，汉中市莲湖地产有限公司
等 12 家企业获得“2017 年度汉中
市房地产行业诚信红名单企业”
荣誉称号。

企 业 ，是
承载创造一切
社会财富的社
会组织。一座
城市的繁荣离
不开企业的蓬
勃发展,企业发
展对于一座城
市国民经济实
力的增强，税
基的增大，财政
的增长，就业的
增加，居民收入
的增收等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
用。同样，城市
是一切企业赖
以生存持续发

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功能的完善,品位高雅,社会稳定和谐,
人居环境优美,科技教育进步，文化丰富繁荣，必将激发
企业发展的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企业将在城市的蓝
天上振翅高飞。由此，企业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这样定位：
城市是树，企业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企业是源，城市是
水，源远才能流长。

近几年，全国各大品牌房企相继进驻汉中，品
牌房企的综合开发规模及先进开发理念，对汉中
市房地产整体开发水平和城市发展都起到极大的
推动作用。

房地产业将在宏观调控中逐步走向规范，将有助
于推动市场向理性和稳健的方向发展。房企作为城市
的建设者，在企业获得合理开发收益的同时，也要担负
起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责任。

企业与城市相荣共生
汉中市滨江新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刚优化服务实现“四大突破”

汉中市房协架起政府与房企连心桥

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城固人居事业稳步前行
今年以来，汉中市城固县房产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激情、干净、超越”的总体要

求，精心部署，挂图作战，立足行业管理职能，不断强化房产市场、物业市场管理，以“去库存”为重点，以保障
民生为根本，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棚户区改造计划，积极跟进作风建设步伐，各项
工作均取得较好成果。

民乐家苑和谐社区夜景民乐家苑和谐社区夜景

““七一七一””前夕前夕，，组织全体党员来到小河口会议纪念馆重走红军路组织全体党员来到小河口会议纪念馆重走红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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