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这个爱心安在何处揭晓

儋州洋浦千年古盐田

互动

这个爱心就在儋州洋浦千年古盐田！澄长快
乐、行云流水、海恩法则、Min Chen、风和日丽、葳
蕤小姐、Mr.OK、我心飞翔、来来往往、junfu等10位
小伙伴各获得精美礼品一份！领奖地址：海口市
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1楼新媒体部；咨询电话：
66810614。没中奖的小伙伴要再接再厉啦！

杨木子/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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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妹

1天前

李国栋/辑

朋友圈

详情海南日报...

2月15日，据北京媒体报道，有烟酒店为迎合
消费者，对烟草“限价令”置之不顾，公然贴出“天
价烟”标价摆在柜台上售卖。记者走访发现，超出

“限价令”规定最高售价千元每条的香烟品类比比
皆是，其中有的香烟身价甚至翻了近10倍，卖出近
4000元的高价。一位从事烟草生意的陈先生称，
什么特供烟、白皮烟，市场上见到的几乎全是假
货，烟草公司现在根本就没有特供烟这么一说。

@我不是书呆子：一条烟卖 4000 元，
也就是一台大彩电的价格，偶就想问
问，那么这些“天价烟”到底谁在买，谁
在抽？
@茶色文章：为何那么多人热衷于买
天价假烟，个中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就
是炫耀。抽“天价烟”就跟穿戴奢侈品
一般，代表着身份、地位、收入等等，成
为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标志之一。
@卧船听风雨：早在 2012 年，国家烟
草专卖局就发布“限价令”，零售商户
香烟售价超过千元每条将断供。到底
谁在挑战“限价令”，为何有令不行？
@Galen668：已经戒烟成功，回头看
看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抽烟，花钱
又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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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兄弟勇救海口溺水者

高中有望减免学费

老人手绘三亚风光

鹦哥岭发现新物种

大车司机月薪过万仍难招

“跨界局长”莫儒钊年均贪40万

外卖无实体店或罚5万

海口一女性情人节收413个表白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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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门槛低，无具体监管部门和监管条例，海南房地产中介鱼龙混杂——

给房产中介戴上“法律笼头”
■ 本报记者 孙慧

读+关注

释义：指有些
人平时潜水，出现
就为了晒自己游
戏中的成就，像海
豹一样，只有想晒
太阳时才会出现。

操心帝

本栏目由
搜狗输入法·字媒体

合作供稿

潮词科普

释义：指 故
事发展很艰难，
结 局 很 甜 的 作
品。也指作品情
节有虐有甜，令
人感觉很复杂。

甜虐

释义：背 影
很好看，“秒杀”
很多人，但也会
出现背影和正面
不符合的情况。

背影杀

释义：喜欢抱
怨自己每天忙得
不可开交，没时间
吃饭，好像忙才能
显示自己的社会
地位。

炫忙 海豹上岸

释义：很 喜
欢为别人考虑，
通常会被打上好
人标签，但有时
让人觉得压力很
大。

何颖/辑

元宵猜灯谜 答案公布啦！

正确答案是：1.元宵节 2.半月谈 3.三 4.六神
无主 5.汪峰 6.海口 7.女孩子 8.蜘蛛 9.闹钟 10.
藕，快看你答对了几个！

从答对5道题以上的“报米花”中抽取的幸运
粉丝是：“韩文名”、ICE.cream、李旭翎、一点通、
花落门人、DCC、一路阳光庆、秦地闲草。领奖地
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1楼新媒体
部；咨询电话：66810614。没中奖的小伙伴要再
接再厉啦！

杨木子/辑

从去年6月至10月，我省对全
省房地产中介开展虚假房源、网签
系统、中介机构资金和资质、代办
服务、捆绑消费等7大方面进行了
规范整治，并通报了一批房地产违
约交易的乱象案例。

省住建厅房产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房地产是我省“十三五”期
间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房地产
交易市场的规范管理，有利于促

进整个房地产产业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产品品质。今年，我省要
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的专项整
治，加大对房产交易违法违规行
为的查处力度，并视情节轻重，
对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商和中
介机构采取书面警示、约谈主要
负责人、公开通报不正当经营行
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等措施。

“政府的监管约束很重要，但
是行业的自律也很重要。”邱廷录
认为，房产中介市场的乱象既需要
政府部门出台详细监管条例对行
业进行全面监管，同时也需要行业
自律，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双管齐下才能扭转整个房地产中
介的社会形象。

2016年10月份，我省举行了
首次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和房地产

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今
后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人员，
需要经过考试取得房地产人员相
应职业资格证书。同时，省房地
产中介协会也出台了房地产中介
行业自律公约，并建立诚信档案，
将所有会员单位的房地产中介经
纪人信息全部建档入库，并且进
行培训上岗。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口市民颜先生
最近买房遇到头疼
事，他在海口看中了
一套二手房，并通过
房产中介进行交易，
但最后与售卖方没有
谈拢价格，而房产中
介拒绝归还颜先生1
万元意向金，最后经
媒体调查后发现该中
介机构经营以来没有
备案登记，最后在工
商、住建等部门交涉
查处下，颜先生才要
回了意向金。

据省住建厅此前
调查统计，目前海南
全省已经有1000多
家房地产中介机构，
但到相关部门备案登
记的仅有243家，未
备案的有 1352 家。
这些未经备案注册的
中介机构，由于缺乏
有效监督和约束，很
容易出现交易风险。
对此，省住建厅专门
下发通知，要求全省
各市县督促房地产中
介机构备案注册，否
则将按照规定暂停其
商品房销售网签资
格。房产中介行业人
士也呼吁相关部门对
房地产中介行业进行
规范整治，呼吁行业
自身加强自律，多方
“下药”去乱象，引导
房地产中介行业健康
发展。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周静泊 刘
麦）2017年海南省两会即将召开，
2月15日，南海网开通扶贫、教育、
旅游、农业、生态保护等五条民意
专线，将网友心声带上两会。专线
仅开通一天，已有不少网友通过微
信、电话、跟帖等多种方式发来各
类诉求与建议。其中，教育与旅游
专线最受网友关注。

教育专线火热
幼儿园学位资源受关注

在每年的省两会上，教育一

直都是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这
不，南海网教育专线一开通，就异
常火热。

“私立幼儿园收费太贵，为
什么我们的孩子要上公立幼儿
园那么难？”家住海口义龙路的
市民向南海网教育专线跑腿记
者反映了教育资源分配的问
题。他说，随着二胎放开，希望
教育部门能多建一些公立幼儿
园，满足教育需求。

网友“风雨彩虹”也通过微
信向跑腿记者建议，学前教育
关系儿童的终身发展，建议在
新建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幼儿
园与小区同步验收，这样可以
使公共学前教育资源得到有效
扩充。

网友建言海南旅游发展
应打“大海南”牌

海南作为旅游大省和全国著
名的旅游目的地，如何发展好全
域旅游也是许多热心网友关心的
问题。在今年两会前夕，网友通
过南海网旅游民意专线为海南旅
游发展建言献策。

网友“yousyous”认为，海
南的全域旅游应该充分利用现
有的民俗、民风、独特景色等资
源，在营销上下功夫，吸引国内
外游客。

该网友建议省旅游委组织
力量，在各市县的配合下，编撰
海南旅游手册，并熟练运用新

媒体的传播途径，打“大海南”
牌，而不是各自为政，只宣传本
县本景区。

网友认为，海南旅游特色
不仅仅在于椰风、沙滩和阳光，
还有全球少见的岩石岬角风光
——西北部海岸龙门激浪、红
印海，号称小桂林的俄贤湾，深
藏在古崖州的山涧瀑布，五指
山三角红叶，临高调声，琼北地
区的公期军坡节等等，这些民
俗和特色风光在其他地方很难
见到，海南要学会讲故事，相关
部门要想方设法将资源变市
场，省级部门要起好火车头的
作用。

另一位网友则建议，海南扶
贫要与海南最大的优势资源——

旅游结合起来，打造精品乡村旅
游目的地和旅游线路，提升海南
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
现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的良性互
动发展。有针对性培训从事乡村
旅游的村民，提高专业素养。要
保障好专业从事乡村旅游的服务
人员的福利，完善用人制度和人
才激励制度，减少乡村旅游专业
人才的流失。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提出优
化货运车辆的线路、建设体育训
练基地和展馆等等建议，在今年
的省“两会”期间，南海网跑腿记
者将会把各位网友的留言带上
会，让市民心声与代表委员充分
互动，传递两会声音，回应社会
关切。

迎省两会南海网开通五条民意专线
开通首日：教育、旅游专线最受网友关注

读+看点

走在海口或三亚的街道上，房
产中介销售门店随处可见。伴随
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海南
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发
展前景，吸引了众多岛内外居民前
来买房置业，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
发展，房地产销售人员也是逐年增
多，而房屋经纪人也成为一个收入
颇高的热门职业。

据海南省房地产中介行业协

会会长邱廷录介绍，当前海南的房
屋中介行业处在较快发展的阶段，
房产中介除了涵盖整个二手房销
售市场外，很多新楼盘也会与房屋
中介合作，代理分销新商品房。目
前，海南整个房产中介机构从业人
员已经超过 3万人，年销售额达
600多亿元，是海南房地产销售市
场的主力军。

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样火热发

展的行业，竟然没有任何具体的监
管部门和详细的监管条例。房产
中介协会律师符敬浓介绍，按照我
国相关法规条例，设立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应当有3名以上取得房
地产咨询资格证并注册的人员，在
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后，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规
定期限内持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
的职业资格证、注册证、劳动合同

等到住建部门备案。没有进行备
案而营业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是违规违法的。

“不仅仅是海南，我国内地现
行法律法规中，对于房屋中介管理
方面的规定也比较欠缺。”符敬浓
说，目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房屋
中介管理条例法规，监管上也只有
机构备案管理、交易资金监管等手
段，没有具体的监管机构。

法规条例和监管手段上的缺
失，与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速度
相矛盾，导致了一些房产中介行业
人员钻法律空子，发布虚假房源、
故意抬高价格或者设置交易陷阱
等欺诈消费者。

媒体从业者朱女士近日考虑
在海口买一套二手房，她在网络上
搜寻了几家房产中介网站，看到房
屋中介所发布的房源合适便打电
话咨询，让她无奈的是，大部分合
适房源等到要看房时中介就说已
经卖出，或者到了现场看好房子又
被告知房产证手续不全或查封抵

押在银行。
朱女士的遭遇其实很常见。

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房地产网
站上，各种虚假房源信息铺天盖
地。包括有中介人员冒充业主发
布房源信息，也有中介人员故意
拉低房源价格来招揽客户。房产
中介惯于制造房价飙升的舆论或
者发布虚假房源，在楼层、面积、
房产证上玩耍花招，误导消费者，
欺诈消费者。

不仅仅是交易市场上存在乱
象，房产中介行业同行之间也恶劣
竞争，互挖“墙角”或业务员吃单逃

跑的案例也频频被曝光。
旅居网相关负责人陈火荣告

诉记者，由于缺乏监管惩罚条例，
有些中介公司会以超高额的提成
从其他同行挖人挖单，一些业务员
会冲着高额提成，不再把业务拿回
本公司，而是售卖给高提成的公
司，这导致了同行之间恶劣竞争，
也对行业形象造成消极影响。

陈火荣说，房地产中介进入门
槛过低，到了楼市旺季期，不乏看
见一些仅靠工商注册，就挂牌经营
的小中介，甚至没有固定办公场
所，随便拉几张桌子，三五个人没

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这样的中
介机构违规买卖房屋的成本很低，
有的被列入“黑名单”后，又重新换
个“身份”继续在行业内从业。

省房地产协会秘书长王静认
为，房地产中介行业门槛低，从业
人员流动性强，除在职公司外，政
府相关部门和协会难以了解从业
人员的情况，也正因此，当个别从
业人员违法违规时，很难加以有
效监督和管理，长久下去必然会
导致中介市场的正常秩序被扰
乱，从而影响到海南房地产市场
的健康发展。

海南房产中介重点整治10类问题

机构准入门槛过低缺乏监管

行业发展迅猛乱象频现

监管自律双管齐下整治乱象

1 发布虚假房源、不实价格信息招揽业务，诱骗消费者

2 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房地产中介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3 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通过网签系统签订中介服务合同、交易合同

4 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赚取差价额

5 泄露或不当使用客户信息 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未按照规定到所在市、县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

6 未将房屋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信息及时告知购房人

7 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捆绑收费

8 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屋提供中介服务

9 侵占或挪用交易资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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