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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了大半辈子，今天终于有了

一套自己的住房了！”年过六旬的李大娘

夫妇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投资有限公

司验房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自己选

好的公租房入户门前，夫妇俩双手紧握，

忍不住喜极而泣。伴随着眼眶里闪出的

泪花，他们双手捧着钥匙激动地对工作人

员说道：“感谢共产党，感谢新区政府给我

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住所，我们的心这下子

可安定了。”

201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为塘

沽片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裕安苑公共租

赁住房迎来了首批租户入住，该小区共有

251套公共租赁住房，包含一室和两室两

种户型，户型面积在30到60平方米之间。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产权单位及经营管理单位，在此之

前，就组织工作人员对小区房屋内外、公共

区域及水电暖等设施进行了检查，力争为

租户提供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

梁大爷告诉记者：“这房子，设计想得

特别周到，有可视对讲门禁、紧急呼救按

扭，太适合我这种独居老人了，安全有

保障哇。厕所厨房都是装修好的，床、

沙发也配置好了，我买个床垫，下午就

能搬进来。”

记者现场看到，许多居民领到钥匙

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通过交谈得知，

居民们对房屋的装修配置非常满意，他们

都觉得小区的环境好、绿化好，楼梯间的

装修也非常好。有的居民甚至直接将水

盆抹布带到现场，计划领到钥匙好立刻对

房间展开卫生大清扫。

从居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真

切地验证了“民心工程”进入了民心，贴近

了民心，更是暖热了民心。

至记者发稿前，本次裕安苑公租房小

区首批入住的179户租户家庭已全部办理

完入住手续。

时报记者 孙薇
▲新区裕安苑公租房完善的

设施令租户非常满意

▲新区裕安苑公租房租户

正在办理入住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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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首批集体土地租赁房

力争年内开工

记者近日从顺义区住建委获悉，该区首批 4

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已取得立项手续，力争

在年内开工，未来建成后将主要面向周边企业员

工等群体，解决顺义区内的职住平衡问题。

所谓“集体土地租赁住房”，是在集体土地上

建设的租赁住房。面对土地资源紧张、房价较高

的现状，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可以扩

大租赁市场有效供给，增加住房供应。顺义区是

产业大区，也面临旺盛的租房需求。为了解决租

赁住房的供应，顺义去年先后供应了 6 块集体土

地，涉及5个镇，共计22.54公顷。

这次取得立项手续的 4 个项目就来自于这 6

块集体土地。从顺义区住建委公布的基本情况来

看，这四个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分布在顺义区内

不同位置。其中规划方案进展较快的牛栏山项目

将提供 496 套租赁房，其中集体宿舍有 172 套，占

35%；一居室234套，占47%；二居室90套，占18%。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主要面向项目周边园区

企业职工。”顺义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说。记者也

注意到，本市推出的多个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也

基本上都挨着产业园区，交通条件相对较好。

来源：《北京日报》

深圳拟出新政盘活闲置土地

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国土委获悉，《关于规范已

出让未建用地土地用途变更和容积率调整的处置

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处置办

法》）即日起至20日公开征求意见。

《处置办法》适用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前已经

生效法定图则变更土地用途或者调整容积率的已

出让未建用地的处置。已出让未建用地申请按照

《处置办法》处置的，需不属于闲置土地或者虽属

闲置土地但已依法处置完毕，可以由土地使用权

人继续开发建设。

来源：《广州日报》

杭州：出租房“旅馆式”管理

近期，住在白杨街道的租户们发现，小区里多

了社区网格员，部分小区还多了物业管家，他们挨

家挨户走访租户，对房屋出租情况做详细记录，并

送上房屋消防和治安安全提醒。

据了解，上述工作是出租房“旅馆式”管理中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对居住出租房进行全面摸

排。自今年5月以来，杭州市全面铺开居住出租房

“旅馆式”管理工作，白杨街道积极部署，由点及面

稳步落实。目前，居住出租房“旅馆式”管理已在白

杨街道20个社区内全覆盖，搭建“旅馆总台”19个，

另加设“旅馆分台”17 个，覆盖居住出租房超 3.93

万间，流动人口约17.6万。

在实施居住出租房“旅馆式”管理以来，居住在

白杨街道的群众最直观的感受是，小区群租扰民的

情况变少了，租客住得安心了，房东心里也有底

了。同时通过“旅馆总台”的信息汇总，出租房信

息、流动人口信息等更加齐全详尽，有效消除了消

防和治安隐患。 来源：《钱江晚报》

40城土地出让金2016年来首次

同比下降

11月2日，易居研究院发布《2018年10月40城

土地市场报告》称，2018年1-10月，受其检监测的

40个典型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收入18019亿元，同

比减少0.5%，2016年初以来同比首次转负，地市降

温明显。

分城市来看，2018 年 1-10 月，40 城年初累计

土地出让金排名前5的城市分别为杭州、上海、重

庆、北京和武汉，累计土地出让金总额分别为

2276.6、1445.3、1030.4、997.7和852.6亿元。

价格方面，10月，40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均价

为 4323 元/平 方 米 ，环 比 下 跌 0.2% ，同 比 下 跌

23.7%。成交均价已连续7个月同比下降。报告称

主要原因是土地市场降温、热点城市频繁流拍和三

四线成交比重增加。

溢价率方面，10月，40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溢

价率13.1%，与9月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19.5个百分点。 来源：证券时报网

高科技木建筑

为中加天津生态示范区加码
——访加拿大木业中国区总裁黄华力

时报：中国家庭越来越重视空气

质量和生活环境，Super-E®健康住宅

技术和标准，能够为家庭提供怎样的

健康居住环境？

黄华力：Super-E®健康住宅是加

拿大联邦政府自然资源部发起的一个

节能标准，主要针对住宅的节能、舒

适、健康、环保的技术。整个Super-E®

方案包含了技术规范、人员培训、公司

的成员注册、产品质量保证等数个范

畴，Super-E®标准相对于其他节能建

筑标准，如被动房的标准，它的优势在

于能够以更加经济、灵活和简单的方

式来达到高性能的建筑节能。

具体来说，Super-E®住宅有如下

优点：首先是它的高气密性，每栋Su-

per-E®住宅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气密性

测试，高气密性意味着更少的热量通

过空气与室外发生交换，一般来讲，其

气密性是普通住宅的5倍；其次是更节

能，Super-E®建筑的围护结构具有更

高效的隔热性能，热桥效应更小；再次

是空气更清新，高效的新风系统能确

保室内始终流通恒温恒湿的清洁空

气，这就意味着更少的过敏原、粉尘污

染，更低的PM2.5；最后是更安静舒适，

室内环境能保持恒温恒湿状态，加上

高性能的围护结构，使得建筑更加安

静舒适。

时报：加拿大木业目前在中国的

发展状况怎么样？

黄华力：加拿大木业在中国发展

已经有15年的历史，我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促进中加两国在木结构方面的推

广工作，中加天津生态示范区是其中

一个重点项目，我们在全国各地还有

很多大大小小的项目，这些项目涵盖

了不同领域，有住宅、商业、旅游地产

等等。例如在上海，我们在上海参与

了保障房的建设，把这些保障房建成

了木结构，还有一些社区中心，我们也

把它建成了木结构，在四川2008年汶

川地震过后，我们参与了灾后重建，用

木结构重建了学校、残疾人培训中心、

老年人活动中心。

时报：加拿大木业科技产品怎么

和项目结合的？后期还有哪些发展

空间？

黄华力：科技产品的与项目的结合

就是我们第一问题所谈到的那几点。后

期的话，中国城市正在进入环保时代，我

们看到中国为绿色发展、环境保护所做

出的努力，还有出台的一些政策，其中一

个就是在建筑领域发展建筑的产业化，

简单来讲就是预置，把大量在工地现场的

工序转移到工厂里，以生产线的方式来生

产，就像一句话说的“像造汽车一样来造

房子”，因为木材是一个很好的加工材

料，可以在工厂和车间里，很方便的加工

出建筑的构件，这是其中的一个发展方

向。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木结构建

筑在往高度发展，全世界已经有了很明

显的趋势，建越来越高的木结构的建筑，

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出木结构建筑能更多

更广的去应用，才能够凸显它在低碳、环

保方面的一些优势。 时报记者 于浩洋

通 告

我公司计划于2018年11月底面向市场，

公开推售位于滨海新区黄港休闲生态区内的

滨海欣嘉园欣平苑 1-11、14 号楼项目，共计

904套住宅，套型建筑面积约85-108平方米。

本项目为新区保障性住房，因此只面向有

效的持证申请人销售。凡有购买意向的家庭

和个人，请提早向新区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

购买资格证明，以免错失购买机会。

销售咨询电话：022-25271118

资格证明咨询电话：022-66378687

特此通告。

天津滨海新区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随着滨海新区区域建设的日
渐成熟及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发展，
越来越多的住宅类型在新区出
现。这其中以中加生态城项目为
代表的木建筑住宅风格独树一
帜。在近日举办的首届中加国际
木建文化节—低碳节能高峰论坛
上，记者邀请加拿大木业中国区总
裁黄华力走进“地产会客厅”，解读
木建筑对居住环境的影响。

▲加拿大木业中国区总裁黄华力

天津人口净流入量大，住房租赁需

求旺盛。近日，记者从市国土房管局获

悉，为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管，

规范住房租赁交易行为，保护租赁利益

相关方合法权益，本市正推动实施全市

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工作，由国土房

管部门针对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有

关问题制定的新规定正在向社会广泛征

求意见。

租赁市场将迎新规

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是指，住房

租赁当事人通过天津市住房租赁服务

监管平台网上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并办

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过程。房屋租

赁登记备案包括设立备案、变更备案、

延续备案和注销备案。在本市，目前无

论是购买新房或买卖二手房，都要网签

备案，但对于租赁市场却没有这一项强

制要求。

据了解，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

机构、出租人是网签备案操作责任主体，

在房屋租赁过程中要通过服务监管平台

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并提交备案。服

务监管平台和信息平台会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材料的真实

性验证，通过比对公安部门的身份户籍

数据库确保租赁当事人身份信息真实，

通过核验不动产权数据库确保出租住房

权属信息真实，通过电子签名等手段确

保住房租赁合同交易有效。

按照规定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和

住房租赁企业在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

及提交备案时应严格核对租赁双方（承

租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确保租赁双方

（承租人）身份信息真实、房源信息真实、

签订合同合法有效。租赁双方自行成交

并在线办理网签及提交备案时，应按照

信息平台及服务监管平台要求进行实名

注册，提交租赁双方真实有效的身份信

息、房源信息及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

赁当事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有效性负责，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

分租住房也得备案

分租住房首次申请住房租赁合同网

签备案的，应将自行绘制的分租住房室

内居住空间示意图作为附件同步提交，

并在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设立）中

注明住房内卧室个数、是否有起居室。

住房分租的，禁止出租人将原始设计为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非居

住空间对外出租，禁止将原设计为居住

空间的房间分割搭建若干小间出租。

住房租赁合同有效期内，经住房租

赁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住房租赁期限、

租赁价格等信息的，住房租赁合同到期

前，经住房租赁当事人协商一致决定续

租的，住房租赁合同提前终止的，网签备

案操作责任主体应通过服务监管平台办

理相应的备案。区房管局将加强对未按

规定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行为的

惩戒力度。对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

纪机构未按规定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

备案或伪造编造住房租赁交易信息的，

视情节轻重采取暂停合同网签备案功

能、风险提示、列入黑名单、公开曝光等

措施进行惩处。对住房租赁当事人未按

规定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根据国

家及我市有关规定实施处罚。对信息平

台存在提供虚假信息等违规行为的，暂

停为其提供房源核验、网签备案接口等

服务，并将相关违法信息移交有关部门

依法惩处。

时报记者 孙薇

■政策发布

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征求意见

津城“银十”平淡收官

楼市逐渐回归理性

每年的九十月是传统房地产市场

旺季，有“金九银十”之称。今年，受整

体市场环境的影响，“银十”延续第三季

度的成交低迷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已

经收官的10月天津楼市，开盘入市的项

目在20个左右。虽然有10多个项目赶

在10月底抢收，但市场反应难以预料。

一些新项目更是受到了市场冷遇，开盘

去化率创下历史新低。

相关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天津商

品住宅市场存量足，整体去化周期在22

个月左右，整体去化效果不是很理想。

据悉，临近10月底，天津房地产市

场才迎来一波推盘小高峰，全市共有15

个重点项目开盘加推。市内六区、环城

各区、滨海新区均有涉及。但反观去化

方面，由于整体市场行情持续低迷、购

房者观望情绪浓厚以及项目自身对市

场预期的不足，导致个别项目的去化率

再创新低。

今年以来，在政策调控的持续作用

下，开发商推货步伐放缓，市场交易量

下降。数据显示，天津楼市成交量额显

著下降，1-9 月以 877 万平方米的成交

面积、80777套的成交套数和1429亿元

的成交金额落幕，相比去年的1076万平

方米、99417套和1689.5亿元，下降幅度

分别达到22.7%、23.1%和18.2%。

整体而言，银十楼市供应虽然稳中

有增，但是成交相对平淡。“开盘即售

罄”的项目已成为神话，随着多种房源

的入市，购房者选择空间变大，供不应

求的市场结构已经发生逆转，买方市场

是当下楼市的主旋律。业内表示，房价

“复燃”已是不可能，稳是大趋势，购房

者需要及时调整心态回归理性。

专家预测，商品房市场将回归理

性，开发商投资谨慎。连万科这样的品

牌房企日前都略显悲壮地主张“活下

去”，碧桂园提出“减速”的策略，恒大开

始全国范围内的项目降价促销。2018

年四季度，楼市或将真的进入冬天，市

场还在继续下行，楼市真正的寒冬还在

后面。接下来，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成调

控主调，但在短期内房价不会大幅下

跌，横盘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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