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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地产市场从拿地盖楼、新房
交易为主向存量开发为主转型，住房服
务市场互联网开发空间正在打开。

事实上，我国地产、房产都在进入
存量为主时代。据住建部住房政策专
家委员会及中金公司数据，目前全国
城镇住房存量约2.74亿套，对应存量
面积约261亿平方米。地产、房产市
场正从征地拿地、新建开发、交易新房
为主转向存量房交易服务为主。从停
车场、电梯运营到厨房、厕所改造，产
业互联网运营是大势所趋。

据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张
宇介绍，按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从套型
结构看，国内城镇存量住房一居、二居
室占62%，套型偏小；从楼层结构看，
约21%的存量住房为平房，57%的住
房为6层及以下，多数没有电梯；从居
住设施看，约16%的存量房没有厨房
或卫生间，26%的住房无独立冲水卫
生设施。立足BAT、大数据、区块链、

BIM等信息技术数据整合、分析与处
理，存量住房智能化开发空间巨大。

“房地产正从建设阶段向运营阶
段切换，建设将不再是焦点，运营才
是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腾讯智慧
建筑创始人、微瓴实验室负责人刘莫
闲说，国内电梯保有量要翻一番需要
12年，但厂商目标已不再是新建市
场，而是用5年时间把100万台电梯
连接上网。

金融服务与房地产交易在线化，
将开辟新经纪时代。开个门店、招几
个经纪人模式将走向互联网平台化运
营，房地产服务业将进入全新阶段。
房多多创始人兼CEO段毅对记者说，
立足存量时代与产业互联网，房地产
基础服务市场有望从2017年1300亿
元增至2022年3000亿元，房地产互
联网创新服务将从2017年900亿元
增至2022年1500亿元，170万经纪
人将能更高效地工作。（据新华社电）

64岁的北京市民梁新维女士，
住在梅市口阅园四区的一套一居室
里，这是一套公租房。去年底，小区
装上了人脸识别系统，这让梁女士
感觉生活品质有了很大提高。“推销
的、发小广告的、中介带看房的都进
不来了，我们这也像个‘高档小区’
了。”

从去年底开始，北京市一些公租
房小区试点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北
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技防手段能防止公
租房的转租转借，也能保证小区安
全，杜绝外来无关人员进入小区。

去年，阅园四区查处了一起违
规转租公租房的行为。当时，住在2

号楼1单元的承租人马某某，把自己
的公租房外租出去，每月的房租约
为4500元。而他承租的公租房租
金，每月仅为1900余元。

“很多市民还在排队等房源，
却有人违规转租，特别让人气愤。”
尹邦昊是北京市公租房管理服务
中心阅园四区项目管理处主管，他
说，从去年11月开始，小区装上了
人脸识别系统，转租情况已经基本
消失。

尹邦昊说，在公租房承租户入
住时，已经进行了身份、头像的登
记。除了住户外，经常出入小区的
快递员、送餐员以及小区的物业工
作人员也进行了登记。除此以外的

其他人，靠近大门口闸机时都是显
示人脸识别失败。

到今年6月，北京市所有公租房都
将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北京市保障性
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租房是北京市住房保障体系中的
重要一环，为众多中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的
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住所。违规转
租的现象，破坏了社会公平。

“即将全市采用的公租房人脸
识别系统，既能防止转租转借，成为
确保社会资源公平利用的‘防火
墙’，也能防止陌生人尾随，在确保
住户安全方面发挥作用。”该负责人
说。 （据新华社电）

武汉市房管局日前对全市住宅小
区进行了物业服务质量考评，公开发
布了物业“红黑榜”，并将重点督导“黑
榜”住宅小区整改。这是武汉市连续
第5年公开物业服务质量考评结果。

武汉市此次开展的住宅小区物业
服务质量考评，覆盖了全市15个行政
区、929家物业服务企业、2008个专
业化物业服务小区，采取聘请第三方
社会调查机构开展业主满意度测评的
方式，随机抽取了约10万户业主进行
问卷调查，并结合街道、社区、业主委
员会、区房管局的评价意见，最终形成
了物业服务质量综合考评结果。

按照各区住宅小区总数的一定比
例，武汉市将各区排名靠前和靠后的
住宅小区及物业服务企业情况向社会

“张榜”公示。记者从“榜单”中看到，
今年全市共有363个住宅小区登上

“红黑榜”。位居各区“红榜”前列的大
多是大型住宅小区，万科、福星等住宅
小区的上榜率较高。“黑榜”以中小型
住宅小区居多，但也不乏保利、金地、
当代等大型住宅小区。

武汉房管部门将对“黑榜”住宅小
区进行监督检查，约谈物业企业负责
人；将对问题严重的住宅小区，依法向
其物业服务企业发出责令改正通知；
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求的依
法予以处置；并将根据考评结果，对物
业企业和项目经理进行信用记分，作
为业委会和业主解聘、选聘物业企业
的参考依据。

（据新华社电）

存量住房智能化开发空间巨大
产业互联网运营是大势所趋

合理规划空间
让旧屋焕发新活力

基础工程
通常来说，旧房装修基础工程比较复杂，需要

综合考虑房子状况与承载量才能翻新。

少拆墙
拆墙后，还要进行地砖修补、墙壁修整与垃圾

清理。老房子在翻新过程中，建议少拆墙，以免增
加额外的费用与工程量。

规划格局
通常按现况规划格局，变化不要太大，尤其是

厨卫。旧房翻新后，空间应简洁，杂乱的线路尽量
藏进天花板。

别乱砸
很多旧房是砖混结构，存在户型面积小、功能

分布不合理、采光不好等缺陷。墙体改造时不要乱
砸，千万别打掉承重墙，否则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
患。

水电线路
旧房装修时要对原有的水路和电路进行彻底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有锈蚀、老化等现象。水管使
用多年后已经老化，需要更换以延长使用寿命。电
线类重装需要重新配管与整理，兼顾美观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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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发布物业服务“红黑榜”
将重点督导“黑榜”住宅小区整改

保障公租房体系公平秩序

北京试点安装人脸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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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海南海维科技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向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梁均强:
因长期旷工，公司决定解除梁均强
的劳动合同，请梁均强见报后7日
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视为
自动放弃。特此公告，以视送达。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诚邀合作伙伴
我司主营中成药、化学原科药及
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
生化药品销售、医疗技术培训、咨
询业务。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欢
迎业内合作伙伴加盟重组，共创
未来。具体合作方式另议。联系
人：周先生 021-54036970 汪
先生 021-54035235

海南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示
我处受理程秀英继承贺恒德遗产
公证，自本公示发布日起七日内如
有利害关系人有异议，可向我处提
出。张煜，电话:68563965。

公 告
海南省第二卫生学校现将位于奥

雅路的4间及环市西路的6间铺

面，总面积约812平方米的商铺对

外公开招租。一、公告时间：2019

年3月13日—2019年3月15日。

二、有意者请持有效证件，于2019

年3月16日17：00前到我校总务

科报名。三、竞租方式：采取有底

标的方式竞租，以最高租金取得租

赁经营权，奥雅路一楼商铺的竞标

底价为：45元/m2月。环市西路

一楼商铺的竞标底价为：25元/m2

月。四、租赁期限与租金缴纳方式

双 方 面 议 。 电 话 ：0898-

86622265 联系人：罗老师海南

省第二卫生学校2019年3月12日

注销公告
海南瀚海游艇服务有限公司

(460000000279789)拟向海口市

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来办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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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注销公告
洋浦大象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91460300578707299L 拟向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博鳌生命汇医疗中心(登记证
号:07573447146000017P9392)
拟向海南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申
请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儋州耿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32000638）拟向儋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东方鑫远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向东
方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南星幕墙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0007866049804）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亭怡坊陶瓷艺术品有限公司
（91460100069663232Q）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来
我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中海环能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5892986893）。现向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口金盟祥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注册号460100000384508)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三六九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000285293）拟向海南省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通知
致：长沙迪尼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及法定代表人姜润娟：

你租赁我司汇佳商业广场二楼商

铺，截至2019年2月14日合同期

满，已欠缴我司租金467840元及

滞纳金320704元，且未与我司办

理清场交接手续，现通知贵司自登

报之日起3日内与我司结清全部

费用，并立即腾空该铺面，否则由

此产生的占有使用费、违约金等一

切费用由贵司承担，我司将采取民

事诉讼等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我

司合法权益。

海南汇佳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三亚童星梦工厂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近期发现有人刻制我公司公章，冒
用我公司名义进行虚假信息公布
及业务。三亚海上舟记贸易有限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31日暂停
所有业务，2018年12月31日起所
有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爽签字
的文件本人不予认可，特此公告。
三亚海上舟记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黄爽2019年3月4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于2017年8月5
日晚上8点10分，在海南省陵水
县英洲镇清水湾青城捡到一名男
婴，请该男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
前来认领，逾期视为弃婴。联系电
话：18976892925 梁振明

注销公告
海口大风车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注

册号 460100000724655）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来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 南 满 哥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91460100324126945F）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莱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76863784)拟向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登报日起45日内到我司办理事宜。

广告

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股东会第一次会议的公告

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拟定于2019年3月29
日（星期五）上午9时，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紫荆路13号召开
2019年股东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议题如下：一、审议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二、审议公司《关于大众益佳公司
东岸加气站资产处置议案》；三、审议公司《关于将大众益佳公司
委托海南大众天然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管理的议案》；四、审议
公司《关于海南通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大众益佳公
司股权的议案》；五、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敬请
准时参加，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898-68554318）

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5执867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田小宁、陈林与赵翠荣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琼0105民初941号民事
判决书及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琼01民终312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赵翠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19年5月6日10时至2019年5月7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 0898/13 )
被执行人赵翠荣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西路175号住宅楼第一单
元第三层302房(不动产权证号HK375709)及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160号金侨大厦711房(不动产权证号HK158285 )。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268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2680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4月11日10时至2019年4月12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
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97-1号乾坤华源小区1单元15F房，起拍
价：203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4月1
日起至2019年4月5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
卖不组织看样（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
11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
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3）房产
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海南翌星实业有限公司东、
西侧2块缝隙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9] 98号
海口市海南翌星实业有限公司东、西侧2块缝隙地权属审核

意见通告如下:
地块一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碧海大道西侧，面积为

21.05平方米。拟确认为国有土地。
地块二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碧海大道西侧，面积为

422.32平方米。拟确认为国有土地。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自登报之日起15天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述，逾期不
主张申述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
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2月26日

因G98环岛高速K2+000至K154+000局部路段路面病害集中
修复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需对相
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对管制路段采取分四个路段（方向）
沿行车方向滚动式封闭作业路段（500米）的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
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

一、2019年3月14日至3月19日，对G98东线高速公路K2+000
至K56+000局部路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进行管制。

二、2019年3月20日至3月22日，对G98东线高速公路K2+000

至K56+000局部路段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进行管制。
三、2019年3月14日至3月22日，对G98东线高速公路K56+

000至K105+000局部路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进行管制。
四、2019年3月14日至3月22日，对G98东线高速公路K105+

000至K154+000局部路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进行管制。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关于G98东线高速K2+000至K154+000段路面病害修复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