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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临颍供电公司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的思想准
备，组织变电运维人员对110
千伏南街变电站电压互感器、
仪表、继电保护装置、调度通讯

装置等进行认真检查，确保汛
期电网安全度汛。他们从职责
分工、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多
方面进行部署，多管齐下筑牢
汛期防线，力保电网安全度

汛。成立防汛领导小组，完善
防汛预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明
确防汛责任和目标，把防汛责
任落实到各级责任人，实施全
面、全员、全过程的安全监督和

管理。他们组织人员对各供电
所、变电站、输配电线路进行全
面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
时整改，不留隐患，重点加强对
重要设备和线路的特巡，全面

做好可靠的超前可控措施。他
们成立了抢险应急小组，抢修
人员24小时待命，确保险情发
生后，队伍拉得出，战斗打得
赢。（俎兆杰 翟晓陆）

临颍县供电公司
多管齐下保汛期供电安全

6月到7月是毕业季，每
当此时，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早
已提前三个月甚至半年开始
找房租房。

“我从3月份便开始找房
租房，但仍没抢到学校家属院
的房子。”今年6月份毕业于河
南中医药大学的杨凌（化名），
准备“二战”考研，为方便复
习，打算在学校家属院租间
房，但家属院的房子早已全部
租完，自己只好将房子租在了
校外。

杨凌告诉记者，学校家属
院的单间每月1000元，押一
付四，并且一年起租，这意味
着不少选择留校考研的同学，
虽然对房间实际使用期只有
半年，但为了提前订房却不得
不缴纳全年的租金。

此外，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获悉，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龙子湖校区）家属院的主
卧两人住1500元起步，一个
人则1200元左右；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附近的考研机构更
是推出6个月6500元的全套
考研房……

然而，不止学校周边，市
区租房子更是抢手。据郑州
金水区明鸿路一家房产中介

的工作人员介绍，从5月份开
始，租房进入旺季，经常上午
出来一套房，下午接着租出
去，客户甚至连跟家人商量的
时间都没有。

为此，不少毕业生表示，
现在不仅是找工作难，就连找
个舒心的落脚点也同样困难。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走访中发现，“押一付三”
是绝大多数房产中介采用的
租房方式，但这对于刚毕业
的学生而言，一下子拿出四
个月房租，难免会让自己的
生活被租房“绑架”。而高昂
的中介费也让多数毕业生望
而却步。

此外，2017 年郑州推出
“智汇郑州”人才计划之后，大
量的人才开始进入郑州，推高
了长租公寓的租赁数量和质
量。于是，长租公寓逐渐受到
应届大学生的青睐。

“住长租公寓不仅不用押
一付三、无中介费，而且还会
提供卫生清洁、上门维修等服
务。”今年3月底，从北京回郑
州工作的大学生小丁，通过互
联网在工作地点附近订了一
间长租公寓，每月1380元，并

且首月免租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和小丁一样选
择长租公寓的90后毕业生人
数并不少。

据悦如公寓CEO王银伟
介绍，悦如对入住的客户都
有明确登记，2018 年 5月份
以来，每月有近千名应届大
学生入住，目前在整个租户
总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
20%。

“目前入住的应届毕业生
多选择分散式长租公寓。”王
银伟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目前悦如分散式公寓
（分散在各小区中）3万多间，
集中式公寓（独栋公寓）有15
栋，而入住分散式公寓的租户
多为刚毕业0到4年之间，入
住集中式公寓的租户则毕业
在3到6年之间。

无独有偶，魔飞公寓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其客户所
占份额中，刚毕业大学生占比
也为20%。长租公寓价格同
样受区位影响，郑州西边地区
每月850元左右，东边偏贵，
每月1300元左右。

近几年，内地二线城市尤
其中部城市之间“抢人大战”

硝烟味愈来愈浓。武汉、长
沙、合肥等多个城市都相继发
布“招贤令”，而去年年底郑州
正式发布“史上最强抢人政
策”，更是将“抢人大战”带入
新一轮高潮。

据了解，今年，郑州本地
多家品牌公寓已针对应届毕
业生推出租房优惠政策，旨在
助力郑州“抢人”。例如，悦如
公寓的“毕业·悦计划”，留住
2018年应届毕业生5789人，
租房优惠补贴近800万元；而
魔飞公寓则针对应届大学生
推出首月免租活动，最高补贴
2200元租金……

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
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住
房租赁市场租金规模约为1.3
万亿元，到2030年，中国住房
租赁市场租金规模将超过4万
亿元。可见房租租赁市场潜
力之大。

但目前郑州长租公寓主
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尚未介入
河南省人才公寓建设。据有
关专业人士分析，郑州首批青
年公寓将在2018年年内投入
使用，接下来会有二批、三批，
而鉴于郑州长租公寓已有的
发展基础，民营企业将很有可
能介入并推动人才公寓建
设。同时，长租公寓也将会经
历一场大浪淘沙。

毕业季，租房难
度 堪 比 找 工 作 。
2018年，河南省高校
毕业生超过53万人，
创历史新高，其中郑
州超 60%的毕业生
选择留在本地工作，
房屋租赁市场随之迎
来一年中最火热的季
节。近日，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走访多
家品牌公寓及线下房
产中介获悉，郑州长
租公寓渐受毕业生追
捧，2018年以来入住
长租公寓的租户，应
届 毕 业 生 占 比 近
20%。

毕业季遇上租房热，
租房市场是否会迎来
一波涨价潮？

大河报·大河财
立 方 记 者 走 访 中 发
现，无论是悦如、魔飞
等品牌公寓还是链家
等房产中介，租房价
格相比淡季并无明显
涨幅。但郑州每个区
域房租定价不一样，
以农业路与东明路交
叉口附近的好莱坞国
际公寓为例，一个 40
平 方 米 左 右 一 室 一
厅，租金在 1500 元左
右，而在管城区、中原
区的某些区域，1000
元左右或许可租到类
似的房子。

“金水区是目前
租房成交量最大的片
区，其次为中原区、二
七区、管城区、惠济区
等。”河南链家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大河报·
大 河 财 立 方 记 者 ，
2018 年 3 月-6 月，河
南链家租房成交量约
2700 套，相比其他月
份月均增长 188%，金
水区依然是租房成交
量最大片区。据该工
作人员介绍，成交量
大幅上涨，毕业季迎
来租房高峰期是一个
重要原因。

此外，长租公寓
订单量也实现同比增
长。据魔飞公寓CEO
刘达介绍，魔飞公寓
上个月订单量达1600
单，而在去年同等月
份只有 600 单。“订单
量增加除了我们房间
数 总 量 增 加 的 原 因
外，关键还在于毕业
生对长租公寓的认可
度越来越高。”刘达告
诉记者。

毕业季，
租房难度堪比找工作

郑州长租公寓受青睐，
应届毕业生占总量近20%

长租公寓助郑州“抢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实习生 贾永标 文 白周峰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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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租房信息的人们

上午出来一套房，下午租约就接上
毕业季带来了租房狂潮，租房价格相比淡季无明显涨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