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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莫青）10月 30日，来自
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的消息：今年前
三季度，省城商品住宅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与二手住宅
交易价格同比涨幅扩大。

90至144平方米的房子
最受欢迎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涨 幅 同 比
扩 大 。 从 月 同 比 看 ，各 月 价 格 涨 幅 呈

“M”走势。今年，5 月涨幅为前三季度
最高，6 月涨幅有所回落。从月环比看，
除 2 月外，各月价格涨幅波动较小。从
房屋类型看，90 至 144 平方米类型价格
涨 幅 最 大 。 前 三 季 度 ，90 平 方 米 及 以
下、90 至 144 平方米和 144 平方米以上
类型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1.9%、14.2%和
13.4%。

前三季度，二手住宅交易价格同比上
涨 11.8%，从月同比看，各月价格连续上
涨，自 8月涨幅有所回落。

新建和二手住宅网签交易量
低于上年同期

网签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新建商品住
宅网签成交 20193套，同比下降 10.0%；二手
住宅成交 11549套，同比下降 0.6%。新建和
二手住宅 2月份受春节节假日影响，交易量
较少，6 月至 9 月交易量相对较多，7 月交易
量达前三季度最高。截至 9月底，新建住宅
可售面积 200.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6%，
库存量有所增加。
来看看和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对比

前三季度，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的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全面上涨；二手住宅交易
价格中 67个城市上涨，3个城市下降。按价
格涨幅由高到低排序，西宁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波动居第 18 位，二手住宅交易
价格同比波动居第 6位。

在西北五省省会城市中，西宁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波动位居第 2位，西北其
他省会城市涨幅分别为：西安 23.2%、兰州

9.5%、银川 9.2%、乌鲁木齐 7.0%；西宁二手
住宅交易价格同比波动位居第 1 位，西北
其他省会城市涨幅分别为：西安 11.4%、兰
州 10.5%、乌鲁木齐 8.9%、银川 6.7%。

区域发展前景带“火”周边住宅
据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影响西宁住宅销售价格的主要
因素有多区域共同发展助推价格上涨。今
年以来，西宁的商业中心在各城区遍地开
花，各新城区特点鲜明，与稳步发展的老城
区呈现多中心格局趋势，极大地便利各区
域民众的生活。

分区域看，城东区随着万达广场、王府
井等大型商场入驻弥补了现有的商业空
缺；南川片区随着市民中心、中小学校相继
落成，双向 8 车道的时代大道即将全线通
车，片区内居住、教育、交通具有明显优
势；北川片区湿地公园六大湖泊环绕，周边
生态优美宜居；规划有生态空间、农业空间
和城镇空间的多巴新城，是富有绿色人文

关怀的健康型宜居新城。各城区区域联
动，将加快西宁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区域
发展前景也带动周边住宅价格上涨。

市民购房热情不减
学区房市场火爆

购房热情不减，继续带动价格上涨。
由于省内受地域和整体经济水平的影响，
西宁地理环境相对优越宜居，教育、医疗、
卫生资源集中，目前，西宁楼市的主力消费
人群中，改善型住房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购房者更为看中的是完善的配套设施、优
质的物业服务、舒适的住宅空间，未来购房
需求仍然较为可观。同时，学区房市场火
爆，部分居民对于学区房的购房需求高涨
也直接影响二手房市场价格持续攀升。

据走访调查分析，整体上，西宁房地产
市场预期稳定，各企业和经纪机构政策认
同度较高。四季度是各大房企冲击年度业
绩的关键时期，集中优惠政策也将为市场
带来较为积极的刺激。

前三季度

90至144平方米房子最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李增平）11 月 4 日，西宁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上线了住房公积
金云平台。

住房公积金云平台通过强化智能辅助、
共享信息资源、优化人机交互等措施，将信
息技术充分应用于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中，
提升了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水平，为
25万缴存职工和 3808家缴存单位带来了四
种全新体验。

线上业务种类增加
在西宁住房公积金云平台中增加了加

装电梯提取、房屋配套支出提取等住房公积
金提取业务模块，提取类型由原来的 10 项
增加至 14 项。专门增加了便于自由职业
者、进城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大学生等
自主缴存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的
功能。

同时，自主缴存人员的部分提取和销户
提取业务实现了自动审批。中心自动审批
业务由原来的 3 项增至 5 项，进一步提升了
审批效率，提取业务全部实现“秒到账”。

系统服务内容更全
中心在为缴存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各

项业务、帮助职工解决住房困难的同时，依
托云平台在手机 APP 上增加了个人发布住
房租赁信息功能。

缴存职工可以通过西宁住房公积金云
平台发布出租、求租住房的相关信息，为供
需双方提供了交流平台。住房租售信息发
布功能已在西宁住房公积金APP上试运行，
缴存职工注册西宁住房公积金手机 APP 账
户后即可体验。

业务办理速度更快
职工个人、直系亲属、共同还款人在办

理“还贷销户业务”时，取消了银行柜台结
算环节，所提资金可直接从提取人账户划入
中心账户，做到了从“左口袋到右口袋”，提
取人无需再“跑腿”传递纸质单据。至此，
中心所有提取业务实现“零单据”，促进了
业务高效办结。

通过整合系统操作流程、业务要素一窗
显示等方式，实现了业务审批与资金结算同
步实施，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工作效率，通过

“器”的改进和“人”的努力，让服务对象体
验到了服务的快捷。

公积金汇缴更灵活
公积金云平台上线后，住房公积金汇缴

托收业务既可由中心发起，也可由缴存单位
发起。改变了原来只能由中心发起的操作，
从而使缴存单位可根据当月资金状况，灵活
选择当月汇缴时间为职工汇缴住房公积金。

单位缴存的资金到账后，云平台可将资
金自动分配职工个人账户，并及时计息，既
保证了单位自身运营，也维护了职工切身利
益。

西宁住房公积金
云平台正式上线

☆相关新闻☆

11 月 3 日，西宁市
海湖新区一小区门口，
住户在门禁设备上刷
脸开门。随着新科技
不断应用，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悄然出现在部
分小区。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本报讯（记者 魏爽）自中央扫黑除
恶第 18 督导组反馈问题以来，全省法院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把反馈问题整
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来
抓，专题研究、狠抓落实、全力推进。

省高级法院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
其他党组成员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按照
责任分工及时召集相关处室研究细化整
改措施，负责组织指导、督促检查，及时研
究制定下发了《省高级法院关于落实＜中
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督导反馈意见整
改方案＞的实施方案》，全省各级法院按
照《实施意见》的要求，对标对表进行认真
整改，整改工作成效明显。

全省各级法院党组和主要负责人按
照省高级法院要求，就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同级党委和上级法院作出
承诺，承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坚决打
击黑恶犯罪，严守各项纪律禁令，严守业
外纪律和行为规范等。各级法院不断提
高政治站位，认真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提炼
出了好的经验做法和特色亮点，同时也
查找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短板。通
过建章立制、健全台账，做到了数据准
确、台账清晰，客观反映工作全程，提供
的资料数据无遗漏、无差错。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省高级
法院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立
院庭长承办涉黑涉恶案件通报制度，定期

对全省各级法院院庭长审理涉黑涉恶案
件情况进行通报。今年 1月至 9月底，全
省法院审理涉黑恶案件共计 72件，其中，
全省中基层法院院领导办理涉黑恶案件
20件，占全省涉黑恶案件总数的 27.78%。
全省法院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靠前抓，层层压实责任、步步压茬推进
的良好局面。同时，按照统一安排，全省
法院扎实开展“利剑一号”集中行动，在集
中行动期间共审结涉恶案件 8件 56人，其
中一审审结认定构成恶势力犯罪案件 5
件 39 人，判处财产刑 330.5 万元，二审审
结认定构成恶势力犯罪案件 3件 17人，判
处财产刑29.4万元。

全省法院狠抓落实整改
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记者从省文
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在国务院公布的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我省六
处入选。

在最新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我省上榜的古遗址三处，分
别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尕海古城遗
址、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伏俟城遗址、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考肖图古
城遗址。三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分别为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果
洛红军沟、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果洛

和平解放纪念地、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
县囊拉千户院。

记者了解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国家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
保护级别，青海入选的古遗址、建筑跨越
了汉、北朝至隋唐、唐等各历史时期，体
现着青海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研究我
国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
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推动作
用。

近年来，我省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
度，并相继出台各类文物保护政策性

文件，全省文物保护项目建设取得新
进展。我省挖掘优秀文化遗产，加大
文物保护传承力度，全省不可移动文
物呈现出资源丰富、文物数量快速增
长等特点。

根据青海省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
物普查，我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6411
处，其中新发现 2416处，复查 3995处，新
发现占总登记文物点的 37%，古遗址有
3788处、古墓葬 967处、古建筑 819处、石
窟寺及石刻 99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524处、其他 214处。

我省新增六处“国保”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