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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路段四条减速带 重车碾过如
“打雷”
市民恳请“帮帮帮”
帮忙呼吁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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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睡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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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减速带的苦恼
嘉陵江西路上跨立交桥，邻近
嘉陵江西路与 108 国道交会路口，
是德阳市区一环路上一个重要的
交通枢纽，车流量较大，其中不少
是载重货车。 上跨立交桥下东侧，
百余米长的路段上，密集安设了四
条强制减速带。 凡有重车碾过，都
会发出如雷般的响声，让生活在附
近的居民饱受影响。
记者日前在现场观察发现，从
此经过的大型载重货车络绎不绝，
只要车轮碾过，减速带就会发出巨
大的噪音，甚至在几百米外都能听
得清清楚楚。 一辆车要驶过百米长
的路段上，就要依次连续四次碾压
上这四条强制减速带，按前后轮各
碾压发出一次噪声算，便至少会发

出八次巨大的噪声，更别说几辆车
同时碾过了。
“你们听嘛，这个声音好吓人
哦，就跟打雷一样。 ”一位居住在附
近的居民向记者抱怨说，这一路段
附近， 居住着工农街道宝峰社区、
千佛村 12 组和八角井镇赵桥村的
400 多户居民， 大家都被这几条强
制减速带“折腾得恼火”。

只盼能睡个安稳觉
“那个东西，叮啊咚的，把我们
弄得一晚上睡不着觉。 ”一位住在
附近的老人对记者说，这么一截截
路就安了 4 条强制减速带，而那些
重车，砂车，更是每天晚上跑得不
歇气，吵得人根本睡不了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嘉陵江

西路上跨立交桥东侧，原本设置有
限高、限重的槽钢横梁和警示标志，
后遭违规车辆撞坏一直没有恢复。
为了控制该路段车辆的行驶速度，
交管部门在原设置有两条减速带
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两条减速带。
“采取措施保障道路安全，我
们没有意见，但不应该影响到我们
的正常生活。 ” 居民们对记者说，
“听说噪音超过 50 分贝就对人的
大脑有影响，那些重车碾过这个（减
速带）的声音，怕是都有 2 个 50 分
贝了！ 人咋个遭得住嘛？！ ”
居民们说，希望交管、环保等有关
方面到现场体验一下，测试噪音分贝，
对噪音影响进行评估， 尽快把这个问
题解决了，
“
让我们睡个安稳觉！ ”
文/图 德阳晚报记者 曾可嘉 徐皓

文明
死角？
市 区 庙 街 一 处 ATM 柜
员机旁，烟头、纸屑、废弃的食
品包装、 撕碎的存取款凭 条
……大理石铺就 的地 面上 一
片狼藉。
ATM 柜员机既是一处带
有私密性质的特殊场所，也是

一个城市的形象窗口，在呼吁
广大市民遵守社会公德，讲文
明爱清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
相关单位加强管理，不要让这
里成了社会文明的一个死角。
文 / 图 德阳晚报热线记者
张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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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国务院会议决定，要
健全保障房分配制度推进公租廉
租房并轨。 有评论称，需建立严格
标准，确保保障房分配公平。

从保障房建设来看， 首先概念
太混杂。 经济适用房、双限房、棚户
区的城中村的改造户等各种各样的
名目和来源造成了各地方有针对性
和适用性的范围在政策上很难统
一，在操作当中存在着很多的弊端。
廉租房和公租房是两种体系而
且管理的方式差异较大， 行政管理
成本非常高。 此外虽然各地租赁型
的保障型住房的申请准入和供应分
配机制比较完善， 但是配租后的管
理机制和退出机制相对薄弱。

现有保障房分配制度弊端较多
需经历两种模式转变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杨红旭认为， 目前保障房分配制度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种
类比较多，有些种类间有些重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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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入门槛各地不一；第三，很多
超出了保障房的标准，比如户型比
较大等；第四，在投资方面，现在主
要靠政府或者国企进行投资建设，
社会资金和社会企业并不愿意参
与进来；第五，退出机制不健全。
杨红旭认为，要解决保障房的
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从
几方面的问题入手。“我们国家这
几年的保障房制度法规不断在健
全。 这几年的开工和建设量很大，
但是以后的重心要转向于进一步
健全管理。 我认为发达国家一般会
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是先以实物分
配为主， 后来变成以租赁分配为
主。 中国未来也要经历这两种模式
的转变。 ”

如何分得好管得好？
标准统一化
有评论认为， 与过去其他的保
障房建设一样， 对于公租房来说建
得好不算好， 分得好管得好才是真
正的好。 分得好管得好是建立健全
制度中最主要的难点。
杨红旭说，“我们从 2011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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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提出逐渐把公租房确立为一个整
体保障体系的主打产品。 各地建了
很多公租房，但很多却租不出去。所
以如何建房子，让什么人来住，住了
之后如何管理， 包括如何退出都要
制定很多相关的政策法规。 这次并
轨其实就是要重新梳理这个事。 我
们以前有两种房子， 一种是卖的一
种是租的，卖的有很多种，租的主要

是两种，一种是廉租房，一种是公
租房。 这个并轨也是把这两个产品
进一步协调， 把保障对象统一化。
以前外来务工人员不能租廉租房，
并轨之后只有一个租赁房，外来务
工人员符合相关的收入财产等标
准也可以去申请廉租房。 这是准入
标准的统一化，第二，租金标准也
要统一化。 以前廉租房的租金特别

优惠，公租房其实优惠的程度不是
很多，是参考市场价。 以后廉租公
租并轨之后租金要分档次，你针对
什么样的群体，困难群体到稍微困
难很困难， 你要分不同的租金标
准，这样操作起来也比较有利。 第
三， 管理制度也要进行统一管理，
以前有些是直接分房子，有些分的
是租金补贴。 政府今后可能不管分
房子问题， 只给一些租金补贴，统
一管理。 最后，是对退出机制的统
一管理。 退出机制现在还有待于进
一步考验，因为我们现在建的多分
的多，而几年之后才面临退出的问
题，所以我认为以后更多要在退出
方面制定一些政策。 ”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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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拟健全保障房制度

廉租房和公租房
两种制度两套体系

大小车辆并排碾过减速带，噪声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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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嘉陵江西路上跨立交桥
下东侧，百余米长的路段上，密集安
设了四条强制减速带， 让附近居民
感觉有些
“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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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成交陷阱多 急于求成易中招
新“国五条”细则明确提出“按转让所得
的 20%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措施后，全国各
地二手房交易量激增。 法律专家提醒，乘着市
场混乱，在近期二手房成交市场中，存在陷阱
或欺诈行为的风险明显增高。
和买家一同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的李
先生告诉记者，他是来卖房的，和买家早在年
前就谈好了，但一直没时间来办手续，眼看政
策要变化就赶着来了。 在此，业内人士指出，
业主“急”于抛房，购房者也是“急”于入手，整
个市场都笼罩在“急”的光环下，然而二手房
交易涉及信贷， 办理起来极为繁琐， 一旦心
急，可能会陷入交易陷阱。
另一方面， 对于这次“史上最严厉的调
控”，很多人都是措手不及，被迫入市，对于交

易的准备工作备案不足， 再加上市场过热很
容易让业主和购房者头脑发热， 交易陷阱的
温床自然而然的形成。
由于“急于求成”，不少购房客忽略了最
重要的看房和核实的过程， 蒙受了一些不必
要的损失。 专家建议，买卖双方在进行二手房
交易之前， 应该详细了解交易流程和相关税
费、中介费用的计算办法，做到心中有数，才
能防止一些不法中介利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
称和急于求成的心理而借机乱收费。
对于现在“急切” 入市的买房者和卖房
者，专家提醒，在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应该保持
清醒的头脑，谨慎对待，如果急于求成就很容
易掉进交易陷阱，那就得不偿失了。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