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设计说明：本案设计是含蓄、奢华、永恒风

格。风格奢华而不奢靡，贵气而不张扬，简

化的线条，带着一种悠闲的舒适感。空间

富有的石材以及镜面让空间质感细腻，极

富心思的家具配饰，隐约显露了优越的品

位。设计师想让样板空间感觉娴静舒适，

让高贵优雅之气弥散开来，呈现出别样的

奢华度。

■■■■■ ■■■■■ ■■■■■

11月 10日—11日，海
南第二届家装节落地活动
将在海南万佳装饰广场举
行。

本届家装节是由海南
省室内装饰协会和海南万
佳家居装饰广场主办，星
艺装饰、名匠装饰、鸿盛装
饰、三星装饰、易佳居装饰
5大品牌家装公司和40家
一线知名建材企业联合发
起的大型装修购物盛会。

参加本届家装节活动
的所有品牌均由海南省室
内装饰协会严格甄选，除
5 大品牌装饰公司外，还
汇集了瓷砖、卫浴、橱柜、
厨电、衣柜、门窗、木地板、
净水、吊顶、灯饰、软装等
15大品类、40个国内一线
品牌建材商。

本次家装节是海南家
装业“双 11”大型促销活
动，众多家装建材商家将
携多款热销产品亮相，科
勒卫浴、东鹏瓷砖、欧派
橱柜、索菲亚衣柜等知名

建材品牌商将纷纷让利。
活 动 现 场 将 重 磅 推

出 2000 款商品半价抢购
活动；100 万元惠民补贴
款送不停；联购聚划算，
100 万现金抢不停；订单
抽大奖、100 台家电送不
停；豪华家电 4 件套终极
大奖等活动。

活动当天，主办方还将
推出5大品牌家装公司100
名大牌设计师作品展。消
费者不仅可以近距离与5大
公司百名设计师面对面交
流，了解室内设计最新潮流
趋势，还能现场挑选心仪的
设计师为自己的家设计装
修方案。

据了解，此次活动面向
全城限量征集 100套样板
房，目前所剩名额不多。活
动期间，所有在5大品牌家
装公司成交的业主，在活动
当天都可参加“10大vip样
板房客户”大抽奖，中奖业
主将获得 30000 元装修基
金的惊喜大奖。

地板安装如何验收？
装修涉及多个工种，内容较为复杂。每个工种

结束后，业主都要进行验收。对于地板安装等内
容，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验收。

地板的安装验收
1.地板铺设无松动，表面应洁净，无污渍、磨痕、

毛刺等现象，地板间无明显的间隙。
2.行走时，地板无响声。
3.地板铺贴应拼缝严密，板与板之间的接缝宽

度为1—2毫米。
4.地板与墙面之间要留好伸缩缝，一般预留不

超过10毫米的间隙。
5.踢脚线要铺装牢固。

其他内容的验收
1.按照合同规定，逐条审核工程项目是否全部完成。
2.灯具是否能正常使用。
3.检查工程垃圾是否全部清除。
4.洁具等物品是否安装准确，马桶储水及冲水

功能是否正常。洗手盆排水是否正常。
5.地漏有没有堵塞。
建议在验收时，按合同预算书次序进行验收，

以免有错漏现象发生。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在“租购并举”政策引导下，房地
产企业、互联网机构、金融机构等纷
纷进入住房租赁市场。其中，建设银
行等商业银行推出的创新服务探寻
稳定租期和租金价格、解决租房痛点
的新办法。

银行探路住房租赁
发力长租市场

近年来，国家推出多项举措，大
力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以促进我
国住房市场“租购并举”。链家研究
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我国
住房租赁市场规模（租金总额）将跃
升至3万亿元。

面对广阔市场，从去年开始，多
家互联网机构和不少知名房地产企
业进入住房租赁市场。不过，在新的
市场参与者中，“银行系”显得很惹
眼。

广州工作的顾先生在白云区荔
德路已租住满1年了。自去年搬来
后，周围租房价格不断上涨，可顾先
生租住的房子已锁定3年的租金。“一
年前我通过建行推出的平台与业主
签订了每年4.8万元的长租协议，并
一次性支付了3年租金，房租享受了
95折优惠。”

能够锁定租金固然很好，但3年
的租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
顾先生并不担心。“我向建行贷了7.5
万元，每月还贷压力并不大，优惠的
租金和贷款利息相抵后还省了1500
多元。”

租期短、租金涨常困扰租房
者，往往使其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
障。建行董事长田国立介绍，自去
年 11 月，建行进入租房租赁市场

后，尝试利用搭建租赁服务平台和
推出个人住房租赁贷款解决这一
问题，着重培育长租市场健康发
展。

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
行发放的“按居贷”每笔平均约4.4万
元，平台租赁合同期限在1年及以上
的占比达70%。

银行引导资源配置
帮助中介去金融化

今年4月，广州市民何女士将闲
置的120平方米住房“存”给了建行，

租期6年，一次性收到租金50万元。
“相比租金价格，我更看重银行的安
全性，一次性租6年，后续管理等问题
都不用我操心。”

“一些房屋租赁中介的服务正
逐渐异化，利用租金的期限错配形
成‘资金池’，给长租市场带来隐
患。”一名中介机构人士表示，银行
进入租赁行业可以让“市场的归市
场，金融的归金融”。金融的事让更
专业的机构来做，中介才能变得更
纯粹。

“银行要扮演资源整合者的角
色，与专业中介机构一起打造租赁

市场。”建行行长王祖继表示，建行
从未给中介收房提供融资支持，而
是通过服务平台直接将租金付给
业主，有力地稳定了租期和租金价
格。

业内人士分析，建行一方面利用
信贷帮助租客解决长租资金，另一方
面与政府、房企、中介、个人合作获取
大量稳定房源。一手解决需求，一手
解决供应，有助于更多市场主体共同
发展长租市场。

截至 8 月末，建行的“建融家
园”平台累计上线房源超过 200万
套，租赁成交30万套。平台注册个

人用户超过 180万户，平台合作的
专业租赁机构、中介机构等超过
4000家。

参与租赁场景建设
柔性有效去痛点

除了建行，去年以来，包括工行、
中行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也已进入
住房租赁市场。工行与北京市保障
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北京城建集
团、首开集团等签署住房租赁战略合
作协议。中国银行与厦门市国土资
源与房产管理局合作，推进住房租赁
市场建设。

“越来越多的银行正进入租赁市
场，但大多数银行主要围绕金融服务
推出产品。建行要多向前走一步，参
与住房租赁场景的建设、组织。”王祖
继介绍，“提供住房租赁全场景IT服
务，为政府监管租赁市场提供有效工
具和手段，这才是建行与其他市场竞
争者最大的不同。”

据介绍，除了为住房租赁交易提
供透明环境，建行还为政府公共住房
服务、企业租赁服务提供相应的管理
系统，并为相关监管部门提供住房租
赁的市场分析和动态监测数据。目
前，监管服务系统已在278个城市上
线运行。

专家表示，监管服务系统可帮助
政府管理租赁市场，打击假房源、黑
中介，有效解决房屋质量、房源真实
性等租房痛点问题，为落实“租购同
权”创造条件。

田国立表示，住房租赁市场的新
模式、新生态正在呈现，面对租房痛
点，金融这把“手术刀”将更柔性也更
有效。 （据新华社电）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

B08 房产周刊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HAI NAN RI BAO · FANGCHANZHOUKAN

多家银行进军住房租赁市场
探寻解决租房痛点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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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商家携2000款爆款商品登场

海南第二届家装节
精彩来袭

北京出台“新规”惩戒
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行为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该部门日前出
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严格违规转
租转借公共租赁住房家庭资格管理等工作的通
知》。根据通知，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家庭5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公租房及共有产权房。

根据通知，经调查核实，家庭确有违规使用行
为的，区住房保障部门可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决
定，取消家庭各类保障房（含公租房补贴、市场租房
补贴）资格，停止发放租金补贴，退回承租住房，并
依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与此同时，各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将取消该家庭
各类保障房资格的信息记入不良信息档案，自取消
资格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允许该家庭再次申
请公共租赁住房（含市场租房补贴）及共有产权住
房。5年后再次申请且取得备案资格的，应以市场
租房补贴方式保障为主。

此外，各公租房产权单位要在小区显著位置设
置政策宣传栏、举报箱和公示牌，公示牌应写明“本
小区（楼栋）为公租房，严禁转租、转借，违法必究”
等字样，同时要公示项目产权单位、管理单位、负责
人及举报电话等内容。 （据新华社电）

天津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出实招

二手房交易“只跑一次”
天津对原先二手房交易的流程和要件进行“瘦

身”。11月1日起在市内六区全面铺开，不动产登
记大厅全部实现窗口整合，个人二手房交易一窗受
理、只跑一次。

“二手房交易是不动产登记中程序最复杂、要件
最多的一种，过户手续麻烦，来办业务的不知道‘出
哪门进哪门’。”天津市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主任
朱莹表示，一项摸底调查显示，以前在不贷款、无抵
押等情况下最简单的二手房买卖，申请人至少要去3
个窗口、填写7张表格，全部办完需要一个半到两个
小时。

据介绍，现在天津个人二手房交易只需携带申
请人身份证、婚姻证、户口本和房本等基础性证件，
直接到窗口办理即可，无须再提交各类材料及复印
件，“过户”的申请材料将减免80%以上。今后，不
贷款、不进行资金监管的个人二手房买卖，只需到
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排一次队，最快40分钟就
能办完。缴纳税费后通过设在登记大厅的邮政窗
口办理邮寄，只跑一次就能完成全部二手房交易手
续。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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