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房友 〔2019〕 40号

沈田市房声局美子印友

《沈田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規定》的通知

各区 (升友区)房声局、去 (市 )住建局:

カカロ張我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根据 《公共租賃住房管理

亦法》、《ミ宇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浚和管理亦法》等規定,劣

合我市実昧,制定本規定。現印友分休↑],清汰真貫御仇行。

夕6¬ 2

-1-



沈田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規定

第一章 患  只J

第一条 力了完善我市住房保障tll度 ,逃一歩規疱公共租

賃住房等集、准入和退出、租賃ネト貼、分配、近菅以及監督管

理,根据 《公共租賃住房管理亦法》、《迂ヤ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没和管理亦法》等規定,結合我市実昧,制定本規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賃住房房源等集、准入利

退出、租賃ネト貼、分配、近菅以及監督管理近用千本規定。

第二条 公共租賃住房保障対象,足指符合規定条件的城

慎中等偏下牧入住房困准家庭、外来券二人員、外地来沈新就

立中高等教育半立生、企事立単位駅工以及政府規定的其他保

障対象等。

第四条 公共租賃住房保障実行租賃ネト貼均実物配租西

群方式,井 以租賃ネト貼保障方式力主。

第五条 市房声局足公共租賃住房的行政主管部11,市住

房保障管理部11久 責日常管理工作。

各区、■ (市 )政府 (管 委会 )足本区域内公共租賃住房

管理的責任三株,区、■ (市 )住房保障管理部11久 責日常管

(管 委会 )住房保障管理部11、



街道亦事炎、居 (村 )民 委員会泣当接照各自取責,分男J負 責

本区域内公共租賃住廃日常管理工作。

こ    民政部|]接照《沈llEl市 低牧入居民家庭変済状九核対亦法》

=  規定,負 責対申清家庭的変済状汎辻行核査。

第二章 房源簿集和株准

第六条 公共租賃住房房源週辻下夕1方 式多渠道等集 :

(一 )由政府投資,委托国有企立代建公共租賃住房;

(二 )根据需求牧殉符合公共租賃住房林准的房源;

(三 )企事立単位不1用 自有土地建没取ェ宿合、公寓;

(四 )以其他方式等集的房源。

第七条 公共租賃住房可以足成套住宅,也可以足集体宿

合、取工公寓。

成套建没的公共租賃住房,単套建筑面秋庄当在 60平方米

以下,以 40平方米左右力主。公共租賃住房庄当接照《沈FEl市

公共租賃住房装修林准》逃行室内基本装修,具各入住条件。

第三章 准入管理              |
第八条 公共租賃住房保障苑田和保障林准泣当根据盗     |

済社会友展水平、居民牧人、住房状況等,接照国家、省、市

有美規定,定期合理碗定,井依法向社会公布。           |
第九条 公共租賃住房実行申清、常核、公示和蛯候tll度。

-3-



第十条 申清公共租賃住房泣当以家庭力単位,井碗定一

名具有完全民事行力能力的家庭成長作力主申清人,共他家庭

成長力共同申清人。

18周 夢以下的家庭成長庄当汁入家庭人口;18周 夢以上的

家庭成長,申 清家庭可以自主決定足否汁入家庭人口。

第十一条 申清家庭泣当女口共申扱家庭径済状汎,井同意

授枚民政部目対主申清人
～
共同申清人的径済状況逃行核査 ,

核査内容包括家庭 1交入、房屋、机功キ4両 、工商登t已 、社会界

老保隆、住房公秋金等情況。

第十二条 申清家庭庄当具各下夕1条件 :

(一 )主 申清人具各完全民事行力能力;

(二 )主 申清人具有本市城鎮片籍,井在本市居住;

(三 )本市城鎮単身申清人年満 28周 夢;

(四 )人均可支配月1交入低千公共租賃住房保障月牧入水

平残。公共租賃住房保障月牧入水平残参照略低子市政府公布

的仝市人均可支配月1丈入林准合理碗定,井近叶調整。具体林

准由沈IEl市房声局男行公布。

こ中区、新民市、康平芸、法庫芸申清家庭人均可支配月

1文入残按当地政府十1定 的林准執行 ;

(五 )人均住房建筑面釈不高千 16平方米 (住房建筑面釈

指家庭成長在本市掘有的房屋面釈、承租公有住房面秋 );

(六 )1文入水平足以支付租金等相美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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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未欄有机功卒4西 ;

(八 )未有工商登t己信息;

外来券二人員,除符合上途第 (一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条件外,遅泣当在沈FEI逹 紋交幼社会

界老保隆 1年 以上;

外地来沈新就立中高等教育半立生,符合上述第 (一 )、

(六 )、 (七 )、 (八 )条件的,半立え曰起五年内,在沈元

房的,不受牧入条件限tll。

第十二条 在沈FEl居住的市象以上労模、全国英模,栄

立二等功以上的隻特写人,因 公殉取人員家属,抗美援朝退

伍老兵,参哉退役人員,参加核拭詮写陳退役人員,建国前

老哉士,荻得市象以上兄文勇力称号的人員等,申 清家庭不

受牧人条件限制。

第十四条 具有沈 FEl城 鎮声籍井且在沈 FEl市 荻llL享 受

国家定期抗 ll■ ネト助的仇枕対象申清公共租賃住房的,其依法

享受的枕 ll■ 金、ネト助金、仕待金和ゲ理費等待過,在准入姿

格常核中不汁入家庭牧入。

第十五条 企事立単位、駐沈部仄等申清公共租賃住房

作力集体宿合或者取工公寓的,配租取ェ不受第十二条准入

条件限制。

第十六条 本市房屋面秋汁算女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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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 有房屋面秋以 《房屋所有叔江》或者 《不功声根

江ギ》泥裁的建筑面釈力准;

(二 )申 清家庭欄有的♯住宅房屋,按照咳房屋建筑面釈    F

的 3倍廿入申清家庭住房面秋;

(三 )承租公有住房的,房屋建筑面秋汁入申清家庭住房

面釈;

(四 )房屋被征 1文后,重新賄采或者実物安畳房屋的家庭 ,

接照所賄采或者実物安畳房屋面釈十算。

第十七条 申清家庭泣当按照下夕1規定申清公共租賃住

房 :

(一 )城鎮中等偏下1丈入住房困Fli家庭,向 声籍所在居(村 )

民委員会提出申清 ;

(二 )外来券二人員、外地来沈新就立中高等教育半立生

向単位所在地或者居住所在地的区住房保障管理部日提出申

清 ;

(三 )企事立単位、駐沈部陳等申清公共租賃住房作カ

集体宿合或者取工公寓的,由 単位向市住房保障管理部日提

出申清。

第十八条 申清公共租賃住房泣当提供下夕1材料:

(一 )《沈FEl市公共租賃住房 (申 清 )常批表》;

(二 )主 申清人及共同申清人有妓身分江、声口簿、婚姻

状汎江明 (単身庄当填扱 “婚姻状汎承牙ギ")(原件及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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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三 )単位升具的申清家庭1交入江明;元単位的由居 (村 )

民委員会按照声籍所在地政府部「1公布的最低月牧入林准填写

在 《沈FEl市 公共租賃住房 (申 清 )常批表》中;

(四 )本 市自/Fl~《 房屋所有枚江》或者 《不功庁枚江ギ》

(原件及隻印件 );申 清家庭声籍地 《房屋所有枚江》或者 《不

功声枚江牟》(原件及隻 F「 件),承租公有住房的或者房屋被征

牧ネト僕的っ述需提供承和公有什鳥牙明、房屋征牧ネト僕協洪等

(原件及夏印件 );

(五 )沈 FEl市居民家庭変済状尻核対授枚ギ;

(六 )外来券二人員述需提供労功合同以及在沈IEl逹象交

幼 1年 以上社会赤老保隆江明;

(七 )外地来沈新就立中高等教育半立生透需提供半立江

ギ、就立合同 (原件及隻印件 );

(八 )其他必要材料。

第十九条 単位申清的,庄 当提供申清ギ、申清配租取工

明如及其労功合同、社会赤老保降江明、単位工商菅立抗照原

件及夏印件 (隻 印件カロ蓋法定代表人印章和単位 F口 章 )、 法定代

表人身分江原件及隻印件、代理人持 《授枚委托ギ》以及身分

江原件、変 F「 件。

第二十条 申清人泣当対申清材料的真実性久責。

第二十一条 申清人泣当根据不同情況分rll按 照下rll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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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力ヽ理公共租賃住房 :

(― )城 領中等偏下1女 /)、 住鳥困♯家庭

1、 申清人持第十七条所夕1相 美材料,向 片籍所在居 (村 )

民委員会提出申清,居 (村 )民委員会予以登泥。

径民政部日対主申清人及共同申清人姪済状九信息核査

后,申 扱信息属実的,居 (村 )民 委員会千 3今工作曰内受理 ,

井上扱街道亦事炎。

2、 街道亦事丈千 5今工作国内逃行初常,井在居 (オ|)民

委員会公示 (公示期 5天 ,不汁入亦理叶限 )。 初常合格的,

上扱区住房保障管理部日。

3、 区住房保障管理部11千 10企工作日内逃行常核,合格

的上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目。

4、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泣 当杵申清家庭相美信息在沈lFEl市

住房保障回逃行公示 (公示期 5天 ,不汁入亦理叶限 )。 元昇

洪的,千 7企工作日内逃行核准,井杵符合条件的申清家庭信

息永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松候だ。

(二 )外来券二人員、外地来沈新就立中高等教育半立生

1、 申清人持相美材料至1単位所在地或居住所在地的区住房

保障管理部11提 出申清。区住房保障管理部日予以登泥,姿 民

攻部11対 申清家庭径済状汎核査后,申 扱信息属実的,千 10

企工作国内予以常核,合格的上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

2、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日泣当杵申清家庭相美信息在沈FEl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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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図逃行公示 (公示期 5天 ,不汁入亦理叶限 )。 元昇

洪的,千 7企工作日内辻行核准,井杵符合条件的申清家庭信

息永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給候岸。

(三 )企事立単位、駐沈部臥等申清公共租賃住房作カ

集体宿金或者取工公寓的,由其所在単位持相美材料向市住

房保障管理部日提出申清,市 住房保障管理部日千 10今工作曰

内予以核准。

第二十二条 保障家庭同一叶同只能享受一紳保障方式。

第四章 租賃ネト貼管理

第二十三条 /fll賃 ネト貼足指政府向符合公共租賃住房保

障条件的家庭友放住房ネト貼,由 其自行承租住房的保障方式。

第二十四条 租賃ネト貼金額 =(保障面秋 ―已有房屋建筑

面秋 )X申 清地住房租賃市場建筑面秋毎平方米月平均租金 X

30%。

第二十五条 家庭人口以及保障面秋 (以建筑面秋力准 )

汁算林准女口下 :

家庭人口 1人的接 2人汁算,保障面秋 32平方米;家庭

人口 2-3人的接 3人汁算,保障面秋 48平方米;家庭人口 4

人以上的,保障面秋 60平方米。

第二十六条 住房租賃市場月平均租金由市住房保障管

理部 1可 依据租賃市場実昧情汎淑1算 ,井近叶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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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在頷Ill租賃ネト貼叶,保障家庭泣当提供 《房

屋租賃登tF.各案t正 明》。

第二十八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日接季度核准、友放公共

租賃住房租賃ネト貼資金。

第二十九条 租賃ネト貼実行年度夏核十1度 。市和区、姜

(市 )住房保障管理部日泣当会同相美部日対享受租賃ネト貼的

保障家庭資格逃行年度隻核。併符合保障条件的,墾 須友放

租賃ネト貼;不符合保障条件的,自 取消保障資格当月起停止

友放租賃ネト貼。

領取租賃ネト貼期同,申 清公共租賃住房実物配租的,配

租入住后停止友放fFI賃 ネト貼。

第五章 実物配租管理

第二十条 実物配租足指政府向符合公共租賃住房保障

条件的家庭提供住房,井接照規定林准1丈取租金的保障方式。

第二十一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日皮当在 “沈FEl市住房保

障図"公汗公共租賃住房房源基本情汎,以及+1定的配租方案。

第二十二条 公共fll賃住房租金林准,山 市住房保障管理

部日会同市友晨改革部「1結合実豚,参照同地段住房租賃市場

租金水平的 70%碗 定,扱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実施,井近叶調整。

対千廉租住房41-化 力公共租賃住房的租金林准碗定,基千

廉租住房装修林准低千公共租賃住房装修林准,同 時考慮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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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 (市 )保障家庭実豚径済承受能力等因未,各 区、具 (市 )

政府 (管 委会 )可 以接照不高―
T‐ 当地市場租金的 60%白 行碗定

租金,同 時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各案。

第二十三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 11釆 取 IIL脳 揺号等方式

逃行実物配租。屯肪揺号配租泣当邊清申清家庭代表、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政府相美部 11、 新同媒体等参カロ,井逃行監督。

第二十四条 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只能申清一套公共租

賃住房。

家庭人口1-2人 的配租単室住房;家庭人口3人 以上的配

租双室住房;家庭成長足西代同性井且子女年満 16周 夢以上或

者西代昇性的,可配租双室住廃。

第二十五条 実物房源揺号配租結果泣当在沈FEl市 住房

保障図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監督。

第二十六条 配租后的保障家庭泣当在規定的叶限内,本

汀 《沈陶市公共租賃住房租賃合同》,租賃合同期限力 3年。

承租家庭在租賃住房期同毎半年交幼一次租金。

第二十七条 符合条件的元房家庭租賃公共租賃住房的,

庄当接照政府晩定的租金林准和 《沈陶市公共租賃住房租賃合

同》豹定条款,以 “上打租"方式足額按叶交幼租金。

第二十八条 符合条件的有房家庭 (欄有住房建筑面釈不

高千保障面秋林准 )租賃公共租賃住房的,泣 当接照政府碗定

的租金林准上浮 15%和 《沈FEl市公共租賃住房租賃合同》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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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以 “上打租"方式足額接叶交幼租金。

第二十九条 在租賃合同期内,住房保障管理部11不 逃行

承租家庭保障姿格隻核工作。                  1

第四十条 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可 以    ら

仇先配租 :

(一 )有 生活困/1i的 残疾人的;

(二 )有 60周 夢以上老人的;

(二 )有享受国家定期机ll■ ネ|ヽ 助仇机ヌ1象 的;

(四 )単 未家庭、失独家庭 ;

(五 )家庭成長恙有重大疾病的;

(六 )青年教りT、 青年医生、司末人員以及不工二人等;

(七 )外地来沈新就立中高等教育半並生;

(八 )給侯期超辻 3年的家庭 ;

(九 )在 沈陶居住的市須以上労模、全国英模,栄 立二

等功以上的隻装写人,因公殉取人員家属,抗美援朝退伍老

兵,参哉退役人員,参カロ核拭詮軍陳退役人員,建国前老哉    .
士,企立軍特千部,写 臥隻員千部,下 出失立的退役士兵 ,

烈士遺属,因公栖牲写人遺属 ,病 故軍人遺属,荻得市象以

上几文勇力称号人員等。

第四十一条 企事立単位、駐沈部臥等申清公共租賃住

房作力集体宿合或者取工公寓的,た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核

准后立接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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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公共租賃住房租賃合同期満井需要象租的

保障家庭,泣 当在租賃合同期満前 6今 月内,向 原申清地相

美部 11重 新上扱隻常材料,相 美部目立当接照相美規定重新

核定准入姿格。生隻核符合保障条件的,可 以象答 《沈ドロ市

公共租賃住房租賃合同》。

第四十二条 承租家庭主申清人及配偶以外的家庭成長

取得其他住房 (合殉共、燃承、受贈 )而退出保障早致保障人

口城少的,市住房保障管理部 1可 対原承租家庭皮当接照配租声

型林准調整原声型,租賃期限至原合同期満力止。若原承租家

庭不足意調整承租片型的)皮 当接照市場租金合格交幼租金 ,

租賃期限至原合同期満力止。

承租家庭除上述情汎外,因保障人口城少 (包合死亡、婚

姻美系解除等 )的 ,可 以接照配租声型林准調整原声型,也可

以墾紋承租原住房,租賃期限至原合同期満力止。

第四十四条 承租家庭増加保障人口,申 清杵承租片型由

単室調整力双室的,庄 当由相美部日重新核定准入姿格。常核

合格的可以調整承租声型,重新答汀 《沈F口 市公共租賃住房租

賃合同》。

第四十五条 承租家庭申清提前解除租賃合日的,退房当

月租住房屋 15日 以上的按一今月牧取租金,不満 15日 接半企

月1丈取租金。

第四十六条 承租家庭泣当在合同期満或合同終止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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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日 内勝退実物配租住房。未勝退期日接原和_金林准交

納租金。承租人不能按照規定叶lFK勝退住房的,租金庄当接

照同地段市場租金汁算。

第四十七条 承租家庭勝退実物配租住房叶っ房屋庁枚単

位或者物立管理単位泣当対咳房屋 i4_行査略,対房屋冶板杯的,

接照 《沈IEl市公共租賃住房租賃合同》豹定机行,同 時箸清租

金等IEl美 費用。

第六章 退出管理

第四十八条 市、区 (芸 、市 )住房保障管理部日庄当会

同政府相夫部11,対保障家庭的住房保障条件情汎逃行功恣管

理。租賃ネト貼実行年度隻核十1度 ;実物配租按照租賃合同釣定

期満后逃行隻核。笙隻核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家庭,庄 当取消保

障姿格,退 出公共租賃住房保障。

第四十九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泣 当建立保障家庭房

屋信息査洵系筑,逃行住房保障信息与房屋登通信息査洵じヒ対

工作。

第二十条 通辻賄采、燃承、受贈等方式IIn得其他房屋的

保障家庭,泣 当rll市 住房保障管理部日亦理住房保障資格核お

相美手須。笙核詮符合保障条件的,可 以墾須享受租賃ネト貼或

者承租原住房。径核お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取消保障姿格。対

享受租賃ネト貼的家庭,自 IIP消 保障姿格当月起停止友放租賃ネ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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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享受実物配租的家庭,座 当解除租賃合同,井在解除合同

后 30日 内退回租住的実物配租住房。

第五十一条 逹反本規定,以 -4-虚作仮等不正当手段荻得

租賃ネト貼或者実物房源的家庭,山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 11」l■ 消

共保障姿格,停止友放租賃ネト貼或者牧回公共租賃住房,泥

入信用楷案,井 白咳家庭退出保障え曰起 5年 内不得重新申

清保障性住房。

第二十二条 承租家庭有下夕1行力え 一的,由 市住廃保

障管理部日IEx消 其保障姿格,其行力泥入信用楷案。由房屋

庁枚単位下迷公共租賃住房限期勝退過失口牟,解除租賃合同,

1え 回公共租賃住房:述期拒不騰退的っ廃屋庁枚単位可以依

法提起訴松 :

(一 )特租、特借或者檀自凋換承租住房的;

(二 )政交公共租賃住房錆杓或者房屋用途的;

(三 )承租人元正当理由累汁空畳 6今月以上的;

(四 )施 欠租金累汁 6今月以上的;

(五 )在承租房屋内八事盗菅或者逹法活功的。

第七章 透菅管理

第二十二条 按照市政府相美規定,政府投資的公共租賃

住房房屋庁枚元僕支1特至1沈 FEl市 房庁事立友展集固有限公司和

沈FEl地鉄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由房屋声枚単位有配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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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答汀 《沈llEl市 公共租賃住房fEl賃合同》。

租賃合同答河后,房 屋庁枚単位泣当在 30曰 内杵租賃合同

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可 各案。

第二十四条 房屋庁叔単位可以自管或者委托物立服券

企立対公共租賃住房実行物立管理。

第二十五条 房屋声枚単位泣当対公共租賃住房、共用部

位、共用浚施没各及其配套用房逃行定期栓査、象修、赤ゲ ,

保江房屋正常使用。同時透泣当か張房屋安全管理,及 叶lll

除安全聰患,保江房屋安全使用。

第二十六条 公共租賃住房及共配套商立服券浚施等租

金 1文入,要保障公共租賃住房的筆ナ、管理和近行。公共租賃

住房釆暖費由房屋庁叔単位承担,井八房屋租金中提取交幼。

第二十七条 公共租賃住房物立服券費林准哲力毎月毎

建筑平方米 0.5元 ,可 以根据実豚情汎近叶調整。

第二十八条 力弥ネト公共租賃住房物立管理費用不足,房

屋声枚単位可以暫接毎月毎建筑平方米 0.5元よ租金中提取管

理費,用 千物立日常管理汗支。

第五十九条 未笙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批准,房屋声枚単

位、物立服券企立不得檀自出租、出借、調換公共租賃住房等。

第八章 日常監督管理

第六十条 住房保障管理部 1可 庄当カロ張公共租賃住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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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監督栓査。

公共租賃住房庁枚単位及其委托的物立管理単位皮当対

承租家庭使用公共租賃住房情汎逃行巡査,友現有辻反本規定

行力的,泣 当及叶依法依規丈理或者向有美部 1可 扱告。

第六十一条 市、区 (芸 、市 )住房保障管理部 1可 庄建立

健仝公共租賃住房楷案管理制度,完善妖廣梢案和屯子楷案的

1文集、管理、保管、/11用 等工作;明碗泥載公共租賃住房的規

支1、 十支1、 建浚、住房使用、租金管理,承租人
～

胸房人的申

清、常核、乾候、配租以及辻法迪釣情汎等有美信息,井実行

公共租賃住房梢案勁恣管理。

第六十二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11庄 当建立公共租賃住

房管理信息系筑
～
信 `息 友布制度,仝面、及叶、准碗地友布公

共租賃住房供求信′息,保 iIE公共租賃住房管理工作的公升、4

明与高妓。

第九章 附興J

第六十三条 本規定自友文え曰起施行,《美子租賃社会

房源実施公租房保障有共同題的通知》(沈房友 [2012]63号 )、

《沈FEl市 房声局美子印友く沈rEl市 公共租賃住房配租管理実施

如只1〉 的週知》(沈房友12012]93号 )同 時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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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FEl市 房声局力ヽ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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