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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委公布的12个租赁试点城市中，
已有9城公布了试点方案或通过市政府会议审议

住房租赁改革 房价会跌吗？
住建部等九部委公布12个租
赁试点城市名单才过一个月，已
有 9 个试点城市公布了方案或通
过审议。专家认为，这些城市的
快速启动，预示着我国住房租赁
市场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房地产
市场长期以来“轻租重售”
的局面
将得到改变。

“轻租重售”
加剧租住市场矛盾
据住建部统计，目前我国约
有 1.6 亿人在城镇租房居住，占城
镇常住人口的 21%，其中以新就
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主。
在高房价时代，与新市民旺盛的
住房租赁需求相比，我国大中城
市租赁市场存在房源总量严重不
足、租价高、供应结构不合理、租
住环境一般等问题。
从租住费用看，
上海易居研究
院发布的《全国50城房租收入比研
究》报告显示，
北上广租房族的人均
房租支出已超 2000 元。6 月数据
显示，
厦门、
杭州、
合肥等34个城市

租房收入比已在25%至45%之间，
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则超过
45%，
这意味着一些城市居民家庭
收入的近一半花在了房租上。
从供应结构看，
上海公寓企业
联盟研究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出租
房约有1亿套，
其中超过90%为个
人出租，
品牌公寓企业占有率低于
2%，而发达国家租赁市场的规模
化比例是 20%~30%。清华大学
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
发
展租赁市场就是要改变租赁市场
的供应结构，
不断增加租赁市场的
有效供给，
才能稳定租金。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分析说，
目前租赁市场积累的问题，主要
是长期以来我国住房“重交易、轻
租赁”
的模式造成的。

“租购同权”
释放积极信号
记者从公开信息获悉，
此次九
部委公布的 12 个试点城市，除深
圳、合肥、肇庆三个城市外，
已有 9

个城市公布了租赁试点方案或通
过市政府会议审议。北京、上海、
无锡等城市尽管未列入试点，
但依
然多措并举发力租赁市场。
从各地方案看，培育租赁市
场是各方案着重体现的，内容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机构化、专业化、规模化成为
各试点城市培育租赁市场的重要
手段。不少城市将租赁企业培育
数量进行量化考核。如，沈阳到
2020 年住房租赁业务的企业要达
到 50 家。武汉要求在其两大开发
区新增租赁住房 7000 间，试点企
业不少于20家。
在供应主体方面，国有企业
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成都要求
到年底要组建 3 至 4 家国有住房
租赁公司。厦门提出要扶持国有
企业做大做强住房租赁业务。链
家研究院杨现领认为，一方面国
企可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稳定市
场租金，另一方面有利于国企盘
活闲置和低效的厂房和商办用
房，
为市场增加租赁房源。
为租房群体
“赋权”
成为大部分

城市制定租赁政策的共同取向。继
广州提出保障
“租购同权”
、
让符合
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受就近入学权
益后，
无锡、
郑州、
济南将租赁房屋
纳入了
“合法稳定住所”
范畴。
宋丁表示，从国家启动 12 个
城市租赁试点，到试点外城市积
极主动发力租赁市场，特别是“租
购同权”
的提出对我国建立“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具有较大的信
号意义。

房，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
租赁市场散乱无序、
租者无法享受
同等公共服务权益等。
“增加租赁市场的有效供给，
对于稳定市场预期，遏制房价过
快过高增长将发挥积极作用。”
王
韶说。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
熟说，有人问租赁市场起来了，房
价会不会大跌。房子具有资产属
性，有条件的人仍会出于保值增
值、财富效应而购房，因此发展租
赁市场并不会导致房价大幅下降，
房地产发展模式生变
整体来看对稳定房价有重要作用。
自持物业或集中入市
业界普遍认为，目前，房地产
业正从单一“拿地卖房”模式，向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租赁市
出售与持有运营并举时代过渡。
场的“崛起”，长期以来我国房地
产市场“轻租重售”
的状况将得到 “可以预计，未来三年将是自持物
业入市的集中期。面对规模化的
逐步改变。
“近年来，广州平均每年接收 ‘售转持’，开发商必须提升轻资
大型房企龙湖冠寓
20多万名非广州生源大学生入户， 产运营能力。”
品牌总经理邵俊建议，应加快推
加上广州籍生源接近 30 万新毕业
进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发行
留穗大学生，
呈逐年递增趋势。
”
广
债券、不动产证券化产品，稳步推
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王韶表
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示，以多年的观察，租房族一旦经
济条件允许，
他们就会快速转向购
（新华社）

仅半年 这么多要员
“告别”
白宫
不少人创下该职位
“最短命”
纪录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18 日确认，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离职。在此之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接连在白宫“折兵损将”，多名要员离职，其中不少人创下该职位“最短
命”纪录。以下是特朗普今年 1 月上任以来，
“告别”白宫的多名高层官员。
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

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迈克尔·达布克

7 月 31 日辞职

5 月 30 日辞职

斯卡拉穆奇 53 岁，
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商人，
曾在投
资银行高盛供职。他的上任招致白宫前任新闻秘书肖恩·
斯派塞、前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伯斯和白宫首
席战略师班农等人激烈反对，
也导致前两人的去职。
然而，
上任仅 10 天，
斯卡拉穆奇就被新上任的白宫办
公厅主任约翰·凯利要求卷铺盖走人。斯卡拉穆奇也成为
特朗普幕僚中
“最短命”
的官员，
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一职现由白宫战略沟通部主任霍普·希克斯暂代。

达布克出生于 1970 年，原是一名企业家。今年 3
月，他被任命为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然而，仅过
了不到 3 个月，达布克就提出辞职。此后，这一职位一
度空缺，由斯派塞代理，直至特朗普任命斯卡拉穆奇填
补空缺。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
赖因斯·普里伯斯

前白宫办公厅副主任
凯蒂·沃尔什

7 月 28 日辞职

3 月 30 日辞职

普里伯斯出生于 1972 年，
原是一名律师，
曾任共和党
全国委员会主席。今年1月，
他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7 月 28 日，特朗普宣布普里伯斯不再担任白宫办公
厅主任，这一职位将由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接替。由此，普
里伯斯结束了 189 天的工作，成为“最短命”的白宫办公
厅主任。

沃尔什出生于 1984 年，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
会幕僚长。特朗普上任后，她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副
主任，负责监管白宫高级工作人员和日程安排等工
作。沃尔什辞职后，就职于一个支持特朗普的非营利
机构。

前白宫新闻秘书
肖恩·斯派塞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迈克尔·弗林

7 月 21 日辞职

2 月 13 日辞职

斯派塞现年 45 岁，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后成为白
宫新闻秘书，曾是本届政府中曝光率最高的官员之一。7
月 21 日，他因不同意特朗普任命商人斯卡拉穆奇为新任
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而提出辞职。
斯卡拉穆奇在斯派塞提出辞职后宣布，
提拔白宫副新
闻秘书桑德斯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

弗林是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之一。特朗普当选总
统后，弗林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随后曝
出他上任前曾和俄罗斯政府有不正当的关联，
并在此事
上撒谎。弗林迫于压力辞职，
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短命”
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从上任到辞职只干了24天。
（新华社）

9月21日
“复兴号”
350公里时速
“开跑”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0 日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获悉，全国铁路将于 9 月 21
日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在部分线路
增开客货列车。届时，
“复兴号”动车
组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
速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
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
“复兴号”是按照时速 350 公里运
营研发制造的中国标准动车组，集成
了大量现代高新技术，
其安全性、
经济
性、舒适性以及节能环保等性能有较
大提升。
今年 7 月，
“ 复兴号”动车组在京
沪高铁开展了时速 350 公里实车、实
重和实速检验检测、可行性研究和运
营安全评估，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咨
询。通过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和综
合评估，表明京沪高铁满足按设计速
度 350 公里/小时运营要求。中国铁
路总公司组织京沪高速铁路公司及
北京、济南、上海铁路局，在技术、设
备、人员、运营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
“复兴号”动车组已具备在京沪
高铁按时速 350 公里运营的能力和
条件。
从 9 月 21 日起，铁路部门将安排
7对
“复兴号”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按时
速 350 公里运行，分别担当 G1/G2、
G3/G4、G5/G6、G7/G8、G9/G10、
G13/G14、G17/G18 次，京沪之间全
程运行时间在4个半小时左右。
该负责人表示，
“复兴号”率先在
京沪高铁实现 350 公里时速商业运
营，将为沿线各大中心城市之间人民
群众出行提供更多选择，更好地满足
广大旅客对不同速度等级高铁运输的
需求。
伴随新运行图的实施，武汉至九
江高速铁路将于 9 月全线开通运营，
初期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26 对，
首次
开行 8 对 G 字头列车，将进一步拉近
湖北与江西间的时空距离。

倒霉还是幸运

澳女子赶上3次恐袭
每次都安然无恙
不知是倒霉还是幸运。先是伦
敦、
再是巴黎、
现在又是巴塞罗那。一
名澳大利亚女子周游欧洲，却在 3 个
月内赶上 3 次恐袭，好在每次都安然
无恙。
这名幸运女子名为朱莉娅·莫纳
科，26 岁，住在墨尔本。今年 6 月 3
日，莫纳科在伦敦旅游时，3 名恐怖分
子在伦敦桥附近驾车冲撞人群，继而
下车持刀伤人，致死 8 人，致伤近 50
人。事发时，
莫纳科正在坐地铁，
地铁
因为恐怖袭击暂停运营，她被困了一
阵子。
3 天后，莫纳科在巴黎圣母院参
观时，一名男子持锤子在圣母院广场
上袭击巡警，
致伤一名警察。
本月 17 日，
莫纳科在西班牙巴塞
罗那旅游，又赶上恐怖袭击者驾车冲
撞路人事件，至少 13 人遇难，大约
100人受伤。
莫纳科告诉澳大利亚媒体，事发
时，她与两个朋友正在市中心的加泰
罗尼亚广场一家商店购物，距离发生
恐袭的兰布拉斯大街咫尺之遥。
虽然赶上 3 次恐袭，莫纳科却不
打算提前结束这次欧洲之旅。
“我不打
算现在回家。我要继续待在这里，不
管那些人（恐袭者）是谁，我不会让他
（新华社）
们得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