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中介”连蒙带骗加恐吓

大学毕业生租房还有多少“坑”

无证经营、司机准入门槛过低
缺乏审查、“马甲车”频现……网约
车市场的各种乱象暴露了行业缺乏
诚信机制。创新信用监管，攸关网
约车市场健康发展。

交通运输部新修订的《出租
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于
今年 6 月起施行，办法将网约车
新业态纳入考核，明确网约车和
传统出租车均要开展服务质量信
誉考核。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
长王绣春介绍，这一办法根据网约
车独有的经营服务特征，办法量身
定制设置了数据接入、运营服务信
息公开等指标。

为着力推动出租车行业失信
联合惩戒工作，交通运输部研究起
草了《关于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
业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及其有
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和《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
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
工作的通知》，目前已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王绣春表示，通过开展网约车
联合惩戒，有助于依法依规实施行
政性、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约束
和惩戒措施，大幅提高网约车行业
失信成本。

根据交通运输部建立的网约
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完善网约车
平台公司和驾驶员信用体系并纳
入共享平台，可以有效开展网约车
服务质量测评，并将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示。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会长王丽

梅说，要形成政府部门协同联动、
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信用服务机构
积极参与、社会舆论广泛监督的网
约车共同治理格局。

今年5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组织传统出租车企业、网约车平台
的18名代表签署了服务承诺，内容
包括合法诚信经营、开展公平竞争、
加强安全管理、公开计价方式、确保
信息安全、保障司乘权益、积极处理
投诉等10个方面内容，旨在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

针对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
从事网约车经营、线上线下车辆人
员不一致、信息泄露、不依法纳税、
不正当竞争、非法经营资金支付结

算等违法违规行为，交通运输部等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中事后联
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建
立网约车行业联合监管机制，各相
关管理部门可开展联合约谈。网
约车平台被约谈后拒不改正的，可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其相应采取
暂停发布、下架，6个月内停止联
网或停机整顿等处置措施。

专家表示，网约车作为一种新
业态，要探索建立政府部门、企业、
从业人员、乘客及行业协会共同参
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对网约车
平台的行政处罚要向社会公示，加
速建立信用奖惩体系，逐渐形成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行规。
（据新华社电）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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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装修做好攻略
时下正值租房市场传统旺

季。不少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
业生因为缺乏租房经历，很难
识别和招架一些“黑中介”的

“套路”——连蒙带骗加恐吓，
落入租房消费陷阱只能自认

“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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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由宝马官方授权经
销商海南宝翔行、海南宝悦联合主
办的全新BMW X3上市品鉴会
在海口举行。

全新第三代BMW X3的研
发以 CLAR 平台打造。上市初
期，将提供 BMW X3 xDrive
25i 和 BMW X3 xDrive 30i 两
种车型，每种车型提供豪华套装和
M运动套装两种选择。

在 内 部 设 计 方 面 ，全 新
BMW X3设计的多层级信息显
示系统科技感十足，中控台由
Sensatec皮革包覆，精致的双缝
线尽显匠心，电镀金属按键设计更
有档次感；Vernasca真皮座椅带
有主动通风功能。

全 新 BMW X3 集 成 了
BMW 智能互联科技的最新成
果。12.3 英寸液晶数字仪表盘
可以呼应不同驾驶模式，全新
BMW iDrive 交互界面与悬浮
式的10.25英寸中央液晶触控屏
相互配合，加上投射面积比上代
增大70%的全彩平视显示系统，
屏幕组合效果令人惊叹。全新
BMW X3 可以提供物理旋钮、

热敏按键、智能触屏、手势控制
和自然语音识别五维智能人机
交互方式，可适应不同用户的
使用习惯，带来出众的人车交
互体验。

全新 BMW X3 车内配有
Wifi热点，可连接三个移动设备，
为年轻用户提供极佳的数字体
验。客户可以通过iDrive系统拨
打BMW呼叫中心或通过手机端
的“BMW云端互联”APP获取更
多贴心服务。

改进型BMW B系列发动机
更高效，可迸发最高达185千瓦和
350牛米的强劲动力。搭配以平
顺和高效闻名的8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全新 BMW X3 xDrive
30i的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
仅需6.8秒。

全新BMW X3是首款装备
“BMW智能驾驶”系统的BMW
汽车。该系统涵盖了目前BMW
大多数创新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内容。例如，紧急躲避系统、交叉
路口警示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在
行车、泊车时降低或避免事故发
生。 （广文）

智利《信使报》近日援引智利全国汽车协会发
布的年中报告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汽车占智
利市场15.6％的份额，首次超过韩国和日本制造
汽车，居智利市场销量榜首。

根据智利全国汽车协会的报告，今年上半年，
中国制造汽车在智销售3万多辆。其中，奇瑞、江
淮和长安的销量均突破3500辆。

中国汽车企业自2007年以来陆续进入智利市
场，产品越来越为智利消费者所喜爱。奇瑞汽车智
利代理商经理乌戈·卡斯特罗说，智利的中国汽车客
户体验良好，智利消费者相信中国汽车可靠。

智利汽车行业人士分析，中国汽车在智利市
场仍有增长潜力。智利全国汽车协会统计，2017
年智利新车销量为36.09万辆。 （据新华社电）

夏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空气湿度大。因此，
夏季装修施工要做好相关攻略，以获得令人满意的
装修效果。

安全先行
夏季气温高热，气候干燥，容易引起火灾。

施工时，墙漆、油料等易燃物品应存放在室内阴
凉、通风的地方，不要堆在一起；木制品的油漆
和胶切忌放在阳光直射的阳台，避免过度阳光照
射而加速老化。如果位置不能移动，要注意遮
阳；尽量避免在室内放置大量木材制品，防止电
动工具使用时，产生电火花引起建材燃烧。

材料需防潮
到了雨季，夏季空气湿度加大。一些易吸收

水分的材料如木材、板材、石膏板，在运输过程中
处理不当，极易受潮。材料中的水分挥发后，易开
裂变形，应尽可能放在干燥、远离水源及窗口等地
方。购买木料时，一定要到大批发商处。夏天潮
热，刷上油漆后干得慢。对此，可以开空调抽湿，
抽走空气中的水分。

多通风透气
夏季温度高、蒸发快，甲醛释放比较快。如果

在这一时期装修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
让房间多通风；如没有条件，可选用室内通风装置
和空气净化装置。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巧立收费名目，“坑”你
没商量

“租房前说好每月1000元租金，
但签合同时又要额外收取100元/月
网费。”租住在大连理工大学附近的
陈璐，毕业一年换了三次地方。有毕
业生向记者反映，在签订租房合同
后，排污费和热水费也少不了，一些

“黑中介”和二房东总会巧立各种收
费名目，“坑”你没商量。

记者近日以刚毕业找房为由来
到大连市高新区凌水路上一家房屋
中介，一名工作人员带记者看房后表
示是其一个朋友对外出租的，声称如
果不通过中介签合同就能在租金上

“打折”，这样房东可省下一笔中介
费，记者也可以省一点租金。“何乐而
不为？”他问记者。

因为大多数毕业生手头并不宽
裕，以“打折”等为由的低租金成为某
些“黑中介”诱骗毕业生惯用的圈套。

记者走访发现，有的二房东向租
客声称隔断房被相关部门查处，实则
是自导自演的戏，其目的是将上一批
租客清退，以便安排下一批租客继续
住进隔断房，如此反复从中谋取暴
利，这在圈内被称为“洗房”。

“看人下菜碟，社会经验不足的
毕业生更好忽悠。”一位从业3年的
房屋中介工作人员说，许多“黑中介”
与二房东摸清了外地人耗不起、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忽悠不成还会

“放狠话”来威胁恐吓。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丁

玉鹏说，房屋“黑中介”在毕业季最为
猖獗，专骗没有经验的初来乍到者，
毕业生租房时要提高警惕。

多留个心眼，谨防落入
租房陷阱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王磊说，明显过低的租金或零佣

金，往往是“黑中介”为骗取订金、租
金设下的圈套。毕业生在租房前最
好先比较一下邻近房屋的市场租金
水平，明显低于市场租金的房源信息
需提高警惕。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
纪人学会近日发布《毕业生租房风险
提示与防范》，提示毕业生警惕不规
范租赁合同、押金扣留条款、低租金
和零佣金等消费陷阱。

业内人士提示，“黑中介”往往在
租赁合同中不明确约定或设立不合
理的押金扣留条款，当退租时，常常
以房屋受到污损、设施设备家具损坏
丢失、水电气欠费等为由强行扣留押
金。为防范此类陷阱，要在租赁合同

中明确押金退还、扣留的具体情形。
大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社区警

务处副处长张晓鹏说，毕业生租房时
要确认出租人是否为房东本人，还要
注意查看房东是否与属地派出所签
订了治安责任保证书，并进行实地查
看，不要租住墙体倾斜开裂、电线私
拉乱接等有安全隐患的房屋。

丁玉鹏说，毕业生如遇上纠纷，
可拨打当地市民服务热线，或向房屋
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投诉
举报，也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手
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适时建立“黑名单”制度

近年来，随着多地住房价格走高，
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层面，纷纷出台各
类政策，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
扶持力度，满足多层次需求。2016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
明确要求完善住房租赁法律法规，规
范市场行为，稳定租赁关系。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房屋租赁市
场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仍
亟待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应该尽快出

台住房租赁管理条例，规范承租人、
出租人、中介机构等各方行为。

毕业生遇到的租房陷阱是房屋租
赁市场不规范突出表象之一。前不
久，住建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在部
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
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
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
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
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
行动。其中特别提出将打击暴力驱逐
承租人、捆绑收费、阴阳合同、强制提
供代办服务、侵占客户资金、参与投机
炒房的房地产“黑中介”。

王磊表示，监管部门要持续加大
对“黑中介”的打击力度，提高“黑中
介”的违法成本，并适时建立“黑名单”
制度，让“黑中介”在全社会寸步难行。

“毕业生查找房源信息时，要尽
量通过大型品牌中介机构或政府搭
建的房屋租赁公共服务平台等正规
渠道。如果遇到租房陷阱，可回学校
登记备案。”东北财经大学学生工作
部部长赵亮说，通过讲座、宣传海报、
社交软件平台推送租房提示等方式，
对毕业生讲解具体案例为主的安全
教育也不可少。 （据新华社电）

北京出台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新规

应撤不撤致堵罚200元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获

悉，新修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
规定》将于8月15日起正式实施。根据新规，多
种事故情形须立刻报警，不能“私了”；同时，对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并造
成交通堵塞的，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罚款。

根据新规，存在机动车无号牌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号牌的，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一方
当事人离开现场的等七种情形之一，需要立刻报
警。此外，新规增加了驾驶人有从事校车业务或
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
过规定时速行驶嫌疑的，不能“私了”这一规定。

新规明确，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当自行撤
离现场而未撤离的，交通警察应当责令当事人撤
离现场；造成交通堵塞的，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对驾驶人处
以200元罚款。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