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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扰乱楼市的
“黑中介”
成为“过街老鼠”
核心提示 | 近日，住建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依法
从严从重从快查处房地产中介机构存在的七类违法违规
行为。
同时，针对已查实的违法违规企业进行了集中查处，
我爱我家、爱屋吉屋等知名房地产中介先后出现在住建
部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机构名单中。
不少购房者都有类似的愤怒经历：明明在网上看好
的房源，打电话咨询房产中介经纪人时，却被告知房子要
么已经“售出”，要么就是以各种理由搪塞称房子买不
了。但随即，中介就开始不断向你推荐其价格更高的房
源来。此前住建部召开的规范房地产中介行为持续整顿
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指出，房地产中介行业违法违规
问题仍突出，严重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社
会反响强烈，将保持严查高压态势。

中介乱象

天津房贷首付调整
首套三成二套四成

惩罚与收益不成正比

在房屋交易火爆时，
几家
房地产中介为了抢夺房源签
单，
肆意鼓动卖家抬价，
再将价
格虚报给买家，在买、卖方大
作
“忽悠”
文章，
以让自身获利。
房地产中介行业乱象主
要源于监管制度和机制供给
不足，存在明显的空缺。笔
者注意到，在传统或互联网
类中介领域，虚假房源、阴阳
合同等违规顽疾更是长期存
在于行业中间，无法得到有
效根除。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杰指
出，从监管机制层面讲，企业
违规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
成 本 ”，惩 罚 与 收 益 不 成 正
比，无法对违规者形成有效
震慑作用，随着房地产市场
不断升温，不少企业宁可铤
而走险。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
普及与房地产中介行业结合

后，确实给购房人带来了便
捷和实惠。由于减少了门店
拓展与运维的成本支出，互
联网中介掀起了一场“中介
费革命”，大幅缩减了传统中
介机构的收费标准，将门店
运维成本让利给消费者，无
论从行业发展还是购房人角
度来看，
这都是件好事。
但互联网在房产中介领
域的兴起和应用的同时，
也成
为不少中介机构钻监管空子、
滋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培养基
础。在缺少有效监督、有力度
惩戒的背景下，
使得互联网成
了中介机构违规的重灾区。
由于互联网中介机构缺
少长期的业务积累和资源储
备，不得已通过恶意竞争手
段抢夺客户，哄抬房价，造成
了市场乱象；互联网又有着
海量存储特点和实名核准难
的问题，成了不少中介机构
无成本违规的
“培养皿”。

专家声音

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
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成
长和壮大的行业之一。在早
期阶段，企业更多的是考虑
如何赚钱求生存，而无暇顾
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
专家认为，在制度供给
层面，激励约束机制需要进
一步完善。对于在履行社会
责任方面较好的企业，在未
来业务拓展方面应该给予政
策倾向，而对于失信违规行
为情节严重的企业，要实行
一票否决制。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越发成熟，存量巨大的二手
房交易势必将成为日后交易
的主流，原本定义为房地产

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地位
也变得越发重要。
在巨大的发展机遇面
前，房地产中介企业更应该
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恪守
诚信经营的底线。在制度保
障的前提之下，更要求企业
洁身自好，并制定相应的规
范严格要求员工。
只有诚信经营、提供优
质服务、勇于担责的中介企
业，才能得到购房者的认可，
得到市场的青睐，才能从二
手房市场获得更多机会。而
那些还以恶意欺骗、违规操
作当营生手段的黑心企业，
必将被市场所抛弃。
(人民网)

呼吁宅地使用权续期法规尽早出台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
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网民表示，这一顶层设计出台，给广大民众服下“定心丸”。意见尊重并回应了民意，指明要向有利于财产保护的
方向进行制度设计。应抓住契机，通过法律手段来细化相关规定，出台有关续期的具体方案。

稳定社会预期
“新出台的意见尊重并
回应了民意，传递了一个重
要信号：对于个人住宅土地
使用权到期后政府会收回的
担心是不必要的。”网民“常
鹏翱”
写到。
网民“王锡锌”表示，对
很多中国百姓来说，毕生所
得可能都投到了房产上，房
产能不能成为恒产，直接关
系到大家有没有恒心。因
此，续期制度肯定要做，并且
要尽快推进制度的具体化和
落实。
有网民认为，意见提出
财产权利保护问题，实质是
承认并尊重房产已经成为城
镇居民重要财产权的现实，
尽管没有出台具体的内容，
但指明了要向有利于财产
保护的方向进行制度设
计。这对于解决这一问题、
稳定公民预期，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细化规定待出
据悉，对于续期问题，物
权法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
地 使 用 权 期 满 的 ，自 动 续
期。网民表示，意见也是强
化物权法的表现，回应了凡
是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应当按照民主、科学、透明立
法的原则，通过法律手段来
细化相关规定，出台有关续
期的具体方案。
网民“严跃进”表示，土

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涉及上亿
群众切身利益，在完善相关
立法过程中，需严格按照法
律程序，切实加强公众参与
和专家认证，使民众能充分
参与到这项国家重大改革中
来 ，做 到 于 法 有 据 、百 姓 认
同。
网民“薛克鹏”认为，当
前各界对于“70 年大限”的困
惑和担忧，最直接的原因在

于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
使用权届满“自动续期”，但
“自动续期”该如何续却没有
细则。在加强依法治国和全
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既要坚
决维护和落实物权领域的立
法成果，又要对相关成果的
模糊之处进行建设性的修
补，使改革持续深化，法制更
加健全，从根本上解决各界
困惑。
还有网民表示，土地使
用权的现实难题背后，存在
着不能忽视的历史轨迹。要
解决这些问题，临时的、零散
的政策手段最终将逐步让位
于清晰严谨的法治手段。另
外，土地使用权问题处理得
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
姓的切身利益，这里面没有
小事，相关的立法部门、司法
机关、政府部门，都得用足够
的责任感、紧迫感来直面问
题，
解决问题。
（经济参考报）

28 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天
津分行获悉，对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
首付款比例为 30%；对拥有 1 套住房
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款
比例为 40%；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在市内六区和武清区范围内购买
首套住房的，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40%。
此外，对阶段性担保放款进行规
范管理。个人住房贷款阶段性担保
放款前，购房合同备案手续应完毕并
且借款人已提供首付款及契税发票、
应缴费用凭证。对于无法提供足额
担保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抵押
或抵押预告登记完成前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对于存在“捂盘惜售”
“哄抬
房价”
“首付贷”等被行业主管部门认
定为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
不得开展阶段性担保合作。
对市民关心的，正在办理购房手
续的房贷如何执行问题，
中国人民银
行天津分行方面表示，该政策自发布
之日起次日实施，
在政策发布后、
在本
市房地产主管部门信息系统网签的正
式购房合同，
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融 360 监测的 35 个城市 533 家
银行中，本月首套房贷利率有折扣优
惠的银行占比为 84.43%，较上月下
降 了 0.94% ，其 中 139 家 银 行 提 供
8.5 折优惠利率，为主流优惠。记者
留意到，在本月全国十大首套房平均
利率最低的城市中，最低的是天津，
首套房平均利率是 4.13%。
二套房方面，本月二套房平均利
率为 5.4%，较上月增加 0.01 个百分
点。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除 9 家停
贷银行外，共有 514 家银行执行基准
利率上浮 10%，和上月持平，是当前
二套房贷款的绝对主流利率。
（城市快报）

十佳外墙涂料品牌启利漆
亮相河南省房地产创新大会
11 月 29 日，河南省房地产创新
大会在郑州黄河迎宾馆隆重召开，大
会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起，郑州地
产协会举办。450 家地产企业，550
位业内精英以及各界领导、同仁齐聚
一堂，以“创新”为主题，共同畅谈经
营之道，为地产行业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十佳外墙涂料品牌启利漆，受邀
亮相创新大会。会上，郑州启利公司
与各地产开发企业就当前外墙装饰
与建筑节能话题展开交流，众多新老
客户对启利在河南市场口碑大加赞
赏，并在现场新达成了 12 家意向合
作企业，更进一步加深了启利漆进驻
郑州市场后的品牌影响力。
启利漆致力于“让建筑节能与建
筑装饰得到持续改善”为使命，以“抗
裂、耐污、不褪色”为基本的产品与服
务底线，以“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损害客户利益的事”为基本道德底
线，注重创新研发，迄今获得专利 20
余项，其中启利仿花岗岩漆核心技术
获得国家专利，广泛应用于高端外墙
涂装项目。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