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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

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起变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有利于促进
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推进“购
租并举”
能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让群众真正得到
实惠——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
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人口
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通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
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知》旨在准确
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住
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
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
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
障，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
《通知》提出，多措并举，加快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住建部房地产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一方面，地方可以新组
建相关国有企业。例如，广东省由省财
政和广东省国企平台联合出资，组建成
立住房租赁平台，在广东省几个地市推
进住房租赁工作。另一方面，一些既有
平台也可以发展住房租赁业务。很多
省市为推进保障房建设成立了地方国
有企业，这些企业有一定的住房建设和
管理经验，更加有利于从事住房租赁相

关业务。
《通知》提出，
培育机构化、
规模化的
住房租赁企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
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强表
示，
发展机构化、
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最
突出的意义在于稳定住房租赁关系。机
构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房屋的
租期普遍较长，
一般不会随意转租，
可以
让租房者有更多安全感。
《通知》提出，要建设政府住房租赁
交易服务平台。提供便捷的租赁信息
发布服务，推行统一的住房租赁合同示
范文本，实现住房租赁合同网上备案；
建立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标准，确保信息
真实准确，规范住房租赁交易流程，保
障租赁双方特别是承租人的权益；建立
健全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
备案制度，强化住房租赁信用管理，建
立多部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测，为政
府决策提供数据基础。
柴强认为，政府建立的平台能够发
挥综合作用。不仅能帮助租房者在平
台上找到可靠房源，也能在平台上展示
出租者和住房租赁企业的评价，并实行
信用管理。

《通知》还提出，增加租赁住房有效
供应。其中明确，超大城市、特大城市
可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
房试点工作。柴强表示，
《通知》首次明
确集体用地可以用来建设租赁住房，有
利于增加租赁住房供应。
此外，
《通知》还要求积极盘活存量
房屋用于租赁。鼓励住房租赁国有企业
将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国有厂房、商业办
公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柴
强表示，应该明确商业办公用房改建为
租赁住房，
是
“商改租”
，
不是
“商改住”
。
《通知》提出的“推进部门间信息
共享，承租人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凭
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等有关证明
材料申领居住证，享受相关公共服务”
备受关注。对此，柴强认为，从法律关
系看，业主对房屋享有的是所有权，属
于物权范畴。承租人对房屋享有的是
债权。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
过去承租人享受的相关公共服务较
少，因此让承租人享受更多公共服务
是必要的。
“随着住房租赁市场的完善，购买
和租赁都将成为解决居住问题的重要
选择。”柴强说。

广州出台租赁市场新政引热议——

实 现“ 同 权 ”路 漫 长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州市政府办
公厅近日印发的 《广州市加快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出台 16 条措
施全力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其
中，《工作方案》 明确，赋予符合条件
的承租人子女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
益，保障租购同权。这一政策引发了
全社会的关注。
广州的该《工作方案》提出，承租
人子女就近入学的权益保障，需要满
足以下条件，即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
儿童少年、人才绿卡持有人子女等政
策性照顾借读生、符合市及所在区积
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
迁子女，其监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
住房，以监护人租赁房屋所在地作为
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经登记
备案的，由居住地所在区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安排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就读。
据介绍，广州市提出的“租购同权
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条文中
涉及的三类群体，在广州目前均有相关
政策对应入学。早在 2015 年，广州市
新的招生入学指导办法出台规定，各区
自行拟定细则，包括天河、越秀、荔湾等
教育资源富集区域对符合规定的租房
人子女入学都制定了执行细则，并实施
了一段时间。
华南城市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
胡刚表示，租购同权是值得认可的新方
向，也符合国家发展房屋租赁市场的方
向。但从文件的解读来看，租购同权指
的是，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
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并不意味着能上
名校，而是按照现有政策执行，市民不

必对此过度解读。
“租购同权”所引发的广泛关注，折
射出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等相关居住
者社会公共权益平等的渴求。一个居
有其所（合法）者，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
提下，如果能享受到不受户籍与产权等
障碍限制的社会公共权益保障，将有利
于我国正在推开的租售并举房产新政
顺利推行。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房地产研
究所所长陈琳表示，租赁住房是社会
发展的趋势，在中心城市，收入的限制
让很多人难以购房。构建“租购并举”
的住房长效机制，赋予租赁房屋者更
多公共服务权益，将给城市居民带来
真正的实惠。长期来看，租赁需求增加
将促进购房需求下降，房价有望逐步
回归理性。

“ 购 租 并 举 ”是 市 场 方 向
黄晓芳
推地块、立规划、出方案，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内，
一线城市先后
“放招”，
推
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近日，住建部又
会同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人口
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
鼓励住房租赁消费，
是政策导向，
也
是市场方向，近段时间出现的变化也反
映出国家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决心。但
应注意的是，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不能局限于市场本身，还须从大环境入
手，只要外部环境改善了、市场规范了，
住房租赁市场自然会步入发展快车道。
当前，与一路高歌的房地产市场规
模和价格相比，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尚显
稚嫩。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房屋租赁占

交易市场比重仅为 6%左右，与美国、日
本等成熟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在美国纽
约和日本东京等世界级城市中，租房人
群超过 40%。
从深处剖析，除国人希望拥有自己
住房的传统观念及房价走高、人们担心
以后买不起的心理外，很大一个原因是
租房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不足。学
区房备受追捧，城市中心区一些“老破
小”的房屋，只要沾上好学区的概念，就
成了房价高地。究其原因，就是买房才
可以解决子女上学、
落户等问题，
租房则
没有此等好处。即使房价再高，为了下
一 代 教 育 ，人 们 仍 会 选 择 勒紧裤带买
房。这也是广州此次推行租房配套权益
向购房居住靠拢相关举措，立即引发社

会广泛热议的原因。毕竟，要使租赁市
场得以真正发展，在公共服务上做好文
章是应有之义。
土地拍卖时即明确土地用于租赁，
有利于发展专业的租赁机构。目前，美
国专业化租赁机构在租赁市场上的占比
为 60%左右，日本高达 87%，我国这一比
例还不到 10%。我国房地产企业负债率
高是公开的秘密，近年来规模得以迅速
做大的房地产企业，莫不是以高杠杆著
称。高负债导致资金使用成本高，所以
房子一造好，
就急于回收资金。目前，
在
北京拿地 100%自持物业 70 年的，也是
资金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因此，要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结
构须改善。可考虑借鉴国际经验，推进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在改善租赁
企业融资结构的同时，为中小投资者投
资房地产业提供机会。
目前，我国主要城市的静态租赁回
报率为 2.6%，一线城市在 2%左右，低于
二三线城市。在北京、
上海等城市，
有些
房子甚至需要近百年才能收回成本。与
此同时，住房租赁机构所需支付的税收
较多，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双重征税。
为此，
可以考虑对住房租赁企业、
机构或
个人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实行购租并举，培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 ，也 是 实 现 居 民 住 有所居 的重要途
径。相信只要政策得当，群策群力，
“购
租并举”
新时代必将来临。

10 多个省份陆续公布养老金调整方案——

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今年养老金待遇调整何时能够落
地，是当前退休人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据《经济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14 日，已有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山
东、吉林、陕西、江西、江苏、浙江、天津等
地陆续公布了养老金调整方案和具体时
间表。为贯彻多缴多得原则，上述地区
的调整方案普遍采取了定额调整、挂钩
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
所谓定额调整，
就是每位参保人增加
同样的固定金额。例如，
陕西退休人员每
人每月增加 46 元；江苏退休人员每人每
月增加 38 元；
吉林每人每月增加 42 元。
北京则按基本养老金的高低划分三
档，5073 元(含)以上的每人每月增加 40

元；3573 元(含)至 5073 元之间的每人每
月增加 50 元；3573 元以下每人每月增
加 60 元。此举目的是为了保障待遇水
平偏低的人员能够适当多增加基本养老
金。
在定额调整之后，养老金将根据本
人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水平等因素挂
钩调整，体现出“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原则。例如江苏，首先与退休人
员本人缴费年限分段挂钩。即 15 年及
以下的缴费年限部分，每满 1 年，每月
增加 1.7 元；15 年以上至 25 年以下的部
分，缴费年限每满 1 年，每月增加 2.7
元；25 年以上部分，缴费年限每满 1
年，每月增加 3.9 元。
按照人社部要求，此次调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
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调

整水平。这在上述地区的养老金调整方
案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考虑到高龄人员的实际生活
需求，今年江苏省继续对 70 岁以上的
退休人员适当增发养老金。对于 2016
年底前年满 70 周岁不足 75 周岁、年满
75 周岁不足 80 周岁以及年满 80 周岁以
上的退休人员，在参加普调基础上，每
人每月分别增发 25 元、35 元和 45 元。
浙江则明确到 2016 年年底前，男年满
70 周岁、女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且不满
80 周岁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发 30
元；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增发 60 元。
此外，湖北提出，国家规定范围内
艰苦边远地区的企业调整对象，每人每
月增加 10 元；吉林则明确，设立机关
事业单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县(市、区)

的企业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5 元。
自 2005 年到 2015 年，我国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每年都以 10%左右的幅度
递增。但去年养老金涨幅调整为 6.5%，
今年养老金上调涨幅继续下降，今后还
会继续下降吗？对此，业内专家表示，
养老金待遇调整，通常随着物价上涨情
况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的变化而变
化。因此，养老金涨幅应随着物价上涨
情况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而波动。
也就是说，有的年度涨幅可能超过上
年，也有的年度涨幅可能低于上年，并
非一成不变，也不会一直持续下降。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称，未来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撑能力、个人
缴费能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养老金
待遇还将逐步提高，使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落地签不是免签
暑期来临，
暑期来临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
，去看外
面的世界，这其中包括诸多落地签国家
面的世界，
这其中包括诸多落地签国家。
。但是不少网友
还分不清落地签和免签的区别，
还分不清落地签和免签的区别
，落地签究竟如何办理
落地签究竟如何办理？
？
它和免签有哪些区别？
它和免签有哪些区别
？
广州网友铁拳：
广州网友铁拳
：落地签究竟如何定义
落地签究竟如何定义？
？
主持人：
主持人
：落地签不同于免签
落地签不同于免签，
，它是申请人不直接从
所在国家取得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
所在国家取得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
，而是持护照和该国
有关机关发给的入境许可证明，
有关机关发给的入境许可证明
，待抵达该国口岸后
待抵达该国口岸后，
，再
签发签证，
签发签证
，落地签证通常是单边的
落地签证通常是单边的。
。免签证是从一个国
家或者地区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需要申请签证。
家或者地区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需要申请签证
。
互免签证通常是双边的，
互免签证通常是双边的
，双方人员持有效护照可自由出
入对方国境。
入对方国境
。
中国游客如果想要办理落地签，
中国游客如果想要办理落地签
，出国前不用通过各
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办理签证，
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办理签证
，只需持相关证明
只需持相关证明，
，到达
目的地后在相关国家关口办理签证即可。
目的地后在相关国家关口办理签证即可
。在很多特殊的
情况下，
情况下
，如发生战争
如发生战争、
、航班分流迫降
航班分流迫降、
、直系亲属突然伤
亡等情况，
亡等情况
，有些国家是准许中国公民在不可预见的情况
下申请落地签证的，
下申请落地签证的
，但普通的旅游或以商务为目的的不
能豁免。
能豁免
。
贵州网友桃花朵朵开：
贵州网友桃花朵朵开
：如何顺利办理落地签
如何顺利办理落地签？
？
主持人：落地签虽说方便，但它并不意味着
100%
100
%入境保障
入境保障。
。办理落地签通常带有附加条件
办理落地签通常带有附加条件。
。我国
外交部领事司会定期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发布并更新
《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前往有关国家和地区入境便利
待遇一览表》
待遇一览表
》。从列表情况看
。 从列表情况看，
， 外国落地签一般都附
加一定的限制条件，
加一定的限制条件
， 如要求事先通过邀请单位或个人
在目的国移民局申办获取入境许可，
在目的国移民局申办获取入境许可
， 或是要求申请落
地签时提供往返机票、
地签时提供往返机票
、 在当地联系人情况及本人经济
能力证明等材料。
能力证明等材料
。
建议游客在出国前要先登录相关网站查阅信息，
建议游客在出国前要先登录相关网站查阅信息
，注
意落地签的限制条件和事项；
意落地签的限制条件和事项
；也可以咨询前往国家驻华
使领馆或登录该国政府网站，
使领馆或登录该国政府网站
，查阅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相关规定和要求，
，以
免入境受阻。
免入境受阻
。比如
比如，
，最常见的情况是
最常见的情况是，
，大多国家的入境
移民局都有权检查外国游客携带的现金数额，
移民局都有权检查外国游客携带的现金数额
，没有带够
该国认可范围内旅游备用资金的游客，
该国认可范围内旅游备用资金的游客
， 该国有权将其
遣返。
遣返
。
值得注意的是，
值得注意的是
，落地签并非直接持护照到达目的地
即可获得签证。
即可获得签证
。无论是哪个国家
无论是哪个国家，
，都要求旅游者持有往
返机票或是前往第三国的机票和正确的旅行证件才能办
理落地签。
理落地签
。
湖北网友糖人：
湖北网友糖人
： 中国护照可以在哪些国家办理落
地签？
地签
？
主 持 人 ： 截至今年 2 月份
月份，
， 已有 37 个国家和地
区，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
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
。包括亚洲的阿
塞拜疆、
塞拜疆
、巴林
巴林、
、东帝汶
东帝汶、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老挝
老挝、
、黎巴嫩
黎巴嫩、
、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
、缅甸
缅甸、
、尼泊尔
尼泊尔、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泰国
泰国、
、土库曼斯
坦、文莱
文莱、
、伊朗
伊朗、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
、约旦
约旦、
、越南
越南、
、柬埔寨
柬埔寨、
、孟
加拉国等国家，
加拉国等国家
，其中印度尼西亚同时实行免签和落地签
政策；
政策
；非洲的埃及
非洲的埃及、
、多哥
多哥、
、佛得角
佛得角、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比绍、
、科摩
罗、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拉维、
、毛里塔尼亚
毛里塔尼亚、
、坦
桑尼亚、
桑尼亚
、乌干达等国家
乌干达等国家；
；美洲的圭亚那
美洲的圭亚那、
、苏里南
苏里南、
、圣赫
勒拿；
勒拿
；大洋洲的帕劳
大洋洲的帕劳、
、图瓦卢
图瓦卢、
、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
；以及欧洲的
乌克兰。
乌克兰
。
（本期主持人 郑 彬）

这项福利你领了吗
老年人健康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
一，该服务项目可以有效预防老年人疾病的发生发展
该服务项目可以有效预防老年人疾病的发生发展，
，
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
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
。 2016 年北京市为超过 210 万老
年人提供了健康管理服务，
年人提供了健康管理服务
， 今年还将继续为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有哪些内容？
有哪些内容
？ 北京地区哪些老年人可以享受到这项
服务？
服务
？
北京网友 GO
GO：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有哪些内容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有哪些内容？
？
主持人：
主持人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主要包括建立健康档
案、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等
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等。
。老年人健康管理是建
立在健康档案基础上的连续、
立在健康档案基础上的连续
、综合
综合、
、可追踪的个人及家
庭健康管理服务，
庭健康管理服务
，除了接受常规体检服务以外
除了接受常规体检服务以外，
，医务人
员将结合体检结果以及老年人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实行健
康状况评估，
康状况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开展个体化的健康指导
并根据评估结果开展个体化的健康指导，
，
对高血压、
对高血压
、糖尿病老年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糖尿病老年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
北京网友大鸭梨：
北京网友大鸭梨
：哪些人能享受到老年人健康管理
服务？
服务
？
主持人：
主持人
： 凡是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 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
老年人
，无论户籍和非户籍人口
无论户籍和非户籍人口，
，都能在居住地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或乡镇卫生院享受到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管
理服务，
理服务
，未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老年人体检同时建立健
康档案。
康档案
。
北京网友花非花：
北京网友花非花
： 老年人健康体检主要包含哪些
内容？
内容
？
主持人：
主持人
：老年人健康体检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老年人健康体检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一是
一般体格检查，
一般体格检查
，包括测量体温
包括测量体温、
、脉搏
脉搏、
、血压
血压、
、身高
身高、
、体
重以及皮肤、
重以及皮肤
、浅表淋巴结与心脏
浅表淋巴结与心脏、
、肺部
肺部、
、腹部等常规检
查，并对视力
并对视力、
、听力和运动等作粗测判断
听力和运动等作粗测判断。
。二是辅助检
查 ， 包括血常规
包括血常规、
、 尿常规
尿常规、
、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 血脂
血脂(( 胆固醇
胆固醇、
、
甘油三酯、
甘油三酯
、 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 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肝功能
（血清谷草转氨酶
血清谷草转氨酶、
、 谷丙转氨酶和总胆红素
谷丙转氨酶和总胆红素）
）、肾功能
、 肾功能
（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
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
）、心电图以及腹部
、心电图以及腹部 B 超 （肝胆胰
脾） 检查
检查。
。
据介绍，
据介绍
， 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减弱
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减弱，
， 免疫力降
低，通过血常规检查可早期发现贫血
通过血常规检查可早期发现贫血、
、感染及其他血液
方面的异常。
方面的异常
。通过尿常规检查可早期发现肾炎
通过尿常规检查可早期发现肾炎、
、尿路感
染等疾病，
染等疾病
，也可以为其他疾病诊断
也可以为其他疾病诊断、
、鉴别诊断提供重要
线索，
线索
，如痛风
如痛风、
、肝炎等
肝炎等。
。同时
同时，
，血、尿常规检查简便易
行 ， 因此
因此，
， 老年人健康体检时要做血常规和尿常规检
查。
（本期主持人 吴佳佳
吴佳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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