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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住房租赁和销售法规公开征求意见

房企获预售许可后十日内公开房价
住房城乡建设部 19 日就《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我国首
个住房租赁和销售法规的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住房的，取得预售许
可后，应当在十日内在房产管理部门网站和销售现场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住房及每套住房价格，并
对外销售。

租金规定变透明

扣留押金或被罚

如果能开心租房，年轻时何
必早早背负巨大的买房压力？可
问题是，租房中遇到房东随意提
价、“一言不合”就被赶、押金说
扣就扣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房租
得有点“艰难”。
针对这些租房“乱象”，意
见稿提出，住房租赁合同中未
约定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的，
稳定长租被鼓励

的保护。”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周江说。
意见稿提出，出租人扣留押
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出租
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
强制方式驱逐承租人，收回住
房。对租赁期限约定不明确，出
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
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

具体责任落到位

当符合单间租住人数和人均租
住面积的标准。
鼓励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长
期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企业
出租自有住房的，除承租人另有
要求外，租赁期限不得低于三年。
国家鼓励发展规模化、专业
化的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企
业依法享受有关金融、税收、土

要使租房成为人们推崇的
生活方式，建立长期而稳定的住
房租赁市场是必要基础。如何保
障良好的租房环境？如何建立稳定
的租住关系？当前个人租赁现象多
怎么办？意见稿一一作了明确。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
储藏室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出租
用于居住。出租人出租住房，应
买房“挖坑”要受罚

出租人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
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
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的数额
和返还时间。除住房租赁合同
约定的情形外，出租人不得扣
留押金。
“意见稿强调对住房租赁出
租方和承租方所负法律责任和
义务的界定，特别注重对承租人

地等优惠政策，可依法将住房租
赁相关收益设立质权。
周江说，住房具体标准、住
房租金发布制度的建立、长期租
房的政策支持、限制“二房东”现
象、住房交易资金监管等具体责
任都落实到了各级地方政府。这
意味着各地要出台相应的实施
细则。

中介“禁区”全覆盖

买房“陷阱”防不胜防：有捂
盘惜售、散布涨价谣言的“炒
作”；有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
告的“欺瞒”；有捆绑搭售、分割
拆零销售的“变相要价”。
意见稿明确列出了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禁止行为，
并对“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销
售行为”进行了“兜底”覆盖。
如果开发商在利益诱惑下
踩了“红线”怎么办？意见稿明
确，依法可以暂停合同网上签约
权限；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5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
并处 5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
下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还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炒卖房号、发布虚假房源信
息、赚取差价、违规提供购房融
资等住房租售市场上的“乱
象”，中介或为始作俑者，或推
波助澜。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
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柴
强说，意见稿对执法检查中常
见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
产经纪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

了全覆盖，并规定了给予暂停
合同网上签约权限、没收违法
所得、罚款等较为严厉的处罚
措施。
针对近年快速发展的住房
租赁、销售网络平台，征求意见
稿也明确了平台对信息真实性
承担的相应管理责任。诸如链家
等房地产经纪机构通过其网站
发布信息的，应当对信息的真实
性负责；诸如 58同城等第三方
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对信息发布
者的身份进行审核和登记。
据新华社

砥
砺奋
砥砺
奋进
进的
的五
五年
年

贫瘠土地开出希望之花
驻村扶贫干部群像扫描
脱贫攻坚涉及千家万户， 经过努力，2013 年至 2016
年，全国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 1000 万人。 成绩单后
面，浸润着扶贫一线驻村干部的心血。 近日，记者寻访河北、
黑龙江、甘肃、安徽、新疆 5 地扶贫干部的足迹，展现他们的
工作片段。 虽是点滴记录，但可窥见扎根全国 12.8 万个贫困
村里，扶贫干部的热血与奋斗。

河北驻村工作组：帮扶到群众心坎上

大森店村 4户五保户、17
户低保户，谁家有病人、收入来
源有哪些、最渴盼什么……精
准脱贫驻村工作组把这些信息
熟记在心。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
自治县隔河头镇大森店村，位
于两条山沟里，通过易地搬迁、
建合作社等措施，2015年已整
村脱贫。
2016年 2月 14日，大年
初七。秦皇岛市科协的侯芳、佟
计强、郑红山组成 3人工作组
进驻大森店，着重进行脱贫之
后的巩固提升工作。
怕村民因病返贫，工作
组联系医院来义诊；村民种
果树缺技术，他们创办科普
学校，邀专家来上课；五保
户、低保户条件差，他们多次
走访想对策……
记者近日跟随工作组见
到 70岁的五保户鲍万胜，耳

聋且腿疼，他甚至没有自己的
房子，和叔伯兄弟一起住。他
布满茧子的双手，因类风湿而
导致骨节凸起，几乎丧失劳动
能力。
“他们如同我们的父兄，看
着他们的境况，心中揪疼。”侯
芳说。工作组希望帮村里做强
合作社、发展农家休闲游壮大
集体经济，让村里有实力给五
保户、低保户更多生活上的照
顾，让他们感到更有依靠、更有
温暖。
侯芳作为组长，扶贫期限
是两年，满 1年就能“撤”的佟
计强、郑红山自愿留下来。工作
组的日常工作包罗万象：调解
纠纷、争取项目、巡山防火。
“只要看到山上冒烟，撒开
腿就往那边跑，山上栽满果树，
一把大火可能烧掉村民致富的
希望。”佟计强说，防火这根弦
一年四季都紧绷着。

安徽驻村第一书记：做村民脱贫的主心骨

房产中介禁止行为

房企销售禁止行为

■捏造散布不实价格信息，或者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串通捂盘惜售，炒卖房
号，操纵市场价格；
■发布虚假房源信息，隐瞒影响住
房租赁、销售的信息，诱骗消费者交易；
■为不得出租、销售的住房提供经
纪服务；
■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捆绑收费；
■未经当事人同意，以当事人名义
签订虚假交易合同；
■协助当事人弄虚作假，为规避住
房交易税费、骗取贷款等非法目的提供
便利；
■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住房交
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出住房赚
取差价；
■购买、承租本机构提供经纪服务
的住房；
■违反有关规定，为当事人提供购
房融资；
■ 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客户信息，牟
取不正当利益；

■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
广告；
■ 通过捏造或者散布涨价信
息等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
■ 不符合住房销售条件，向
买受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
■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
■ 不明码标价，在标价之
外加价出售或者收取未标明的
费用；
■ 以捆绑搭售或者附加条件
等限定方式，迫使购房人接受商
品或者服务价格；
■ 将已作为住房销售合同标
的的住房再销售给他人；
■ 为买受人垫付首付或者以
分期等形式变相垫付首付；
■分割拆零销售住房；
■ 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
售住房；
■ 以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
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住房；

“刚才向你反映的修路问
题，如果没有眉目，你就别再来
了！”安徽省石台县河口村驻村
“第一书记”李朝阳入户走访刚
开始，就被当地村民“将了一军”。
2014年，安徽省民委选派
李朝阳来到河口村。这已是他
任职的第二个贫困村。此前，他
在淮南市杨镇回族村担任了两
年“第一书记”。
刚来的时候，河口村 432
户，其中贫困户 141户。村民如
此“将他的军”，李朝阳认为，
“群
众这么说，说明他们苦怕了。”
经过努力，李朝阳带领村
里争取到了安徽省民委机耕路
项目，真把路给修通了，村民们
服气了。
他获悉安徽省出台了关于
实施光伏扶贫项目指导意见，
立即为村民申请。有的老百姓
根本不信：太阳光也能挣钱了？

老百姓还能把电卖给国家？后
来事实证明，申请到光伏项目
的贫困户，每户每年有 3000
元收入。
短短两年，在他的帮助下，
河口村先后成立了食用菌种植
合作社、生态富硒茶种植合作
社、生态黄牛养殖合作社。
61岁的马宏喜自从成为
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第一批社
员，
“好像有了主心骨，感觉生
活有了奔头。”他说，
“最重要的
是让我明白了该发展什么，朝
什么路子奔。”
“几年的驻村扶贫经历，虽
然也吃了一些苦，但很充实。”
李朝阳在村里的任期将在
2017年 10月结束。他感到还
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已主动向
组织递交了再干一任、彻底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请战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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