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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拟为房产中介划“禁区”
我国首个住房租赁和销售法规公开征求意见,今后这些坑或将违法

房

东撵人、中介骗人、开发商欺负人……您还在为租房买房而烦恼吗？ 昨天，我
—《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
国首部专门针对住房租赁和销售的法规——
求意见稿）发布了！ 意见稿着墨最多的还是保护承租人权益，让租房者更安
心。 今后，租房买房再遇到糟心事，您可以举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啦。

租 房
意见稿说，出租人应当确保出
租房符合安全要求，满足基本使用
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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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房东拿了房租，
就得信守承诺、负起责任。 白纸黑
字签在那里，随便撵人可不成。
那么，租住期间，房东能否随
意进入房间？ 意见稿明确，未经承
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擅自进入租
赁住房；当事人在住房租赁合同中
约定出租人可以进入租赁住房情
形的，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进入租
赁住房并提前通知承租人，把房子
租出去了，产权还是房东的，可这
期间的使用权是租客的。 就算房东
要卖房、买家要看房，也得尊重租
户的意见，本来租户就弱势，自己
的一方小天地可不能随便他人叨
扰。
“
二房东”是否合法呢？ 按照意

卖 房
为了让住房销售更加规范，意
见稿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明确了十二
种禁止行为。 这“十二宗罪”可都是
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
有些是“炒作”：比如捏造或者
散布涨价信息， 捂盘惜售或者变相
囤积房源，为买受人垫付首付等。
有些是“欺瞒”：比如发布虚假
房源信息和广告；不明码标价，在标
价之外加价出售，即“价外加价”；同
一房多售”等。
一房源重复销售，即“
有些则是“霸王条款”，比如捆
绑搭售， 即开发商在卖房时违背买
家意愿，搭售车位、地下储藏室等商
品。 也就是说， 房子和车位要分开
卖，买家可以都买，开发商也可以给
点优惠， 但强制买家既买房又买车
位，不成！

缴房租按年还是按季？ 政策鼓励月付
见稿的意思， 是合法的——
—承租人
可以按照租房租赁合同的约定转租
住房；未约定的，承租人转租住房，
应当征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 此外，
自然人转租住房达到一定规模的，
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专业的、 转租了很多住房
的“二房东”，由于涉及经营行为，所
以要办理工商登记。
为了保障居住环境和质量，意
见稿提出了一些强制性要求。 比如，
出租房应当符合单间租住人数和人
均租住面积的标准。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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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说，未来，开墙打洞、群租住房、出租
地下室将可能成为违法行为。
有些要求不是强制性的， 意见
稿也提出了鼓励方向。 比如，在租金
缴纳方面， 承租人应当按月支付租
金，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若当事

人约定“季付”“年付”，也可以照其
执行，但政策上是鼓励“
月付”的。 又
比如， 住房租赁合同中未约定租金
调整次数和幅度的， 出租人不得单
方面提高租金。 对这一条，房东尤其
得留心了，日后要涨价，最好提早在
合同里就给租户打好“预防针”，免
得日后再生是非。
月付租金、不得乱涨，其实都是
为了营造长期稳定的租房环境。 意
见稿在租住期限方面提出， 鼓励签
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 当事人签订
三年以上住房租赁合同且实际履行
的，应当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
三年以上， 算得上是稳定的租
住关系了，有利于租房市场稳定。 此
外， 意见稿还要求住房租赁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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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
专门拿出房源从事租赁的企业，就
更应该拿出诚意、维护长期客户。

对房产中介，划定11个“禁区”
对于这些行为如何处罚？ 意见
稿规定， 可依法处以暂停网上签约
权限、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资
质证书等处罚措施，构成犯罪的，还
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租房买房， 大多都得通过房产
中介。 这些年市场上的乱象，也与一
些无良的中介机构脱不了干系。 针
对此，意见稿也列了11个“
禁区”。 这
些“禁区”就是当前存在的各种“坑”
啊，想租房买房的可得睁大眼睛、多
多提防了。
有些“坑” 真是让大家深受其
害。 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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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捆

精准发力
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的 《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的指导意见》指出，商业银行要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过程中，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不断提
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之本。 ”民生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行始终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己任，充分发挥信贷政策、融
资服务、 金融创新等优势， 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
效。
一是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
国家战略，创新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 比如，成立相关组织，推动
业务发展；加大对“一带一路”区域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金
融、 国际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 增加特殊产业群的信贷资源供
应；着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业务模式，支持国家重
点战略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实行专项信贷额度及价格补
贴； 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行内政策准入要求的客户加大支持
力度等。
二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

绑收费； 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客户信
息，谋取不正当利益。 尤其最后这一
条，咱们天天接到中介电话，还不就
是“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客户信息”
嘛！ 中介机构，今后要当心！
有些“坑”看似方便了当事人，
但其实是违法的。 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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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
违反有关规定， 为当事人提供购房
融资。 现在市场上很多买卖都签订
“阴阳合同”来避税，其实是违法行
为，大家心里还是要清楚的。 意见稿
说了， 若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违反
规定， 可给予暂停合同网上签约权
限、 没收违法所得、 罚款等处罚措
施。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江苏发展大会今天开幕
成立常设办事机构 落实
“
永不落幕”
首届江苏发展大会今天在宁开幕。 秘书处昨天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标志着江苏发展大会常设
办事机构正式建立。 这是落实发展大会
“永不落幕”
目标的重要一步，也为更好地服务海内外江苏人提
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传部
部长、大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燕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江苏发展大会——
—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
江苏人盛会
王燕文指出， 江苏发展
大会是我省举办的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海
内外江苏人的盛会，是省委、
省政府倾力打造的服务“两
聚一高” 实践的重要战略平

台。 召开发展大会，成立大会
秘书处就是要把海内外江苏
人和关心支持江苏发展的人
更好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
团结起来，汇聚起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的强大力量。

江苏发展大会秘书处——
—
连心桥、志愿者、乡情牌、服务站、
扩音器、娘家人、助推器
王燕文强调秘书处要明
确职能定位、规范运转机制：
要架好“连心桥”用真情服务
赢得信任支持， 秘书处的组
成人员应有“志愿者”的身份
意识和行动自觉，加强联络、
扩大交友面、 发挥大数据平
台作用；要打好“乡情牌”提
升海内外江苏人精神归属
感， 秘书处是海内外江苏人
的总“服务站”、江苏文化传
播的“扩音器”，要做足乡愁
乡情、文化交流、宣传推介大

文章；要做好“娘家人”为海
内外江苏人发展点赞鼓劲，
秘书处是海内外江苏人与家
乡联系的纽带桥梁， 要多做
暖心事、贴心事，多办实事、
解难题；要当好“助推器”凝
心聚力推进“两聚一高”新实
践， 秘书处的根本落脚点是
推动“发展”，要让海内外江
苏人为江苏发展代言、 为江
苏发展支招， 把自身打造成
汇聚众智、项目对接、人才合
荔枝网
作的平台。

民生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略定位，重点支持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医疗健康、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拓展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式与渠道，以产业基金等新模式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创新性制度安排及差异化资源配置政策，引导资
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 截至2016年末，民生银行战略性新兴
产业资产总规模1170亿元， 授信总额4353亿元， 贷款余额463亿
元，授信总额及贷款余额较2015年末分别增长53%、11%。
三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2009年下半年，民生银行提出“做民
营企业的银行、小微企业的银行、高端客户的银行”的战略定位，
其中“做小微企业的银行”成为全行发展战略的核心与支撑。 近
几年来，民生银行持续优化产品服务和体制机制，有力支持小微
金融发展。 在产品上，研发了“小微之家”线上服务平台，打造线
上线下相结合、O2O模式的便捷服务流程，2014至2016年，“乐收
银”业务累计为小微客户垫付跨行收单交易手续费21亿元。 服务
上，小微客户可在授信期限内灵活提款，随借随还，方便快捷。 体
制机制上，开展贷款转期服务，增加了小微企业金融供给，降低了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四是开展普惠金融。 民生银行积极构建民生网络金融生态
圈，为客户提供纯线上便捷开户、低门槛、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同
时，运用先进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子账户服务。
针对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民生银行坚持服务优
惠和减费让利原则，免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结算机具等费用。
此外， 继续在重点区域实施了同城/异地转账汇款、 同城跨行
ATM取款等手续费的减免优惠政策。
五是积极开展金融扶贫，履行社会责任。 民生银行建立了全
行金融扶贫工作机制，制定专项扶贫计划和差异化扶贫方案；确
保金融扶贫贷款金额和增速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并给予定价优
惠；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增强扶贫对象“
造血机能”；拓宽惠农金
融服务点的覆盖面；运用捐款、贷款、派驻挂职干部、强化银政合
作等手段，采取定点扶贫、公益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
贫等方式，为精准扶贫贡献金融力量。在教育帮扶方面，15年来民
生银行在甘肃省渭源、临洮以及河南省封丘、滑县等四县累计捐
款超过8046万元。
（周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