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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
局、银保监会、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
印发《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秩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保障住房租赁各方特别是承租人的
合法权益。

其中，《意见》要求，规范租赁
服务收费。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
租赁企业应当实行明码标价。收
费前应当出具收费清单，列明全部
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收费金额等
内容，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房地
产经纪机构不得赚取住房出租差
价，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承租人和出

租人续约的，不得再次收取佣
金。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时，
除冲抵合同约定的费用外，剩余
租金、押金等应当及时退还承租
人。

近年来，我国住房租赁市场
快速发展，为解决新市民住房问
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住房租赁
市场还存在发布虚假房源信息、
恶意克扣押金租金、违规使用住
房租金贷款、强制驱逐承租人等
问题，侵害租房群众合法权益，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

《意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
有效监管，将整顿规范住房租赁
市场秩序的成果制度化、常态化。

一是加强从业主体管理。房
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在
经营范围中注明“房地产经纪”或

“住房租赁”，转租住房10套（间）
以上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住房租赁企业开业
前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推送开
业信息。

二是加强房源信息发布管
理。房源信息应当满足真实委
托、真实状况、真实价格的要
求。网络信息平台应当核验房源
信息发布主体资格和房源必要信
息。

三是规范租赁住房改造行

为。各地制定闲置商业办公用房、工
业厂房等非住宅依法依规改造为租
赁住房的政策。改造房屋应当符合
建筑、消防、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四是防范住房租赁金融风险。对
住房租金贷款业务的贷款期限、贷款
额度作出明确要求。加强对采取“高
进低出”“长收短付”等经营模式的高
风险住房租赁企业监管。

五是建设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
台。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
及其他租赁需求旺盛的城市应当建设
完成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平台应
当具备机构备案和开业报告、房源核
验、信息发布、网签备案等功能。

六是建立住房租赁常态化管理机
制。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改革、
公安、市场监管、银保监、网信等部门
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多层次住房
租赁纠纷调处机制。

另外，《意见》还对推行住房租赁
合同示范文本、规范机构服务收费、加
强行业自律等内容作了要求。

6部门强调，各地要以《意见》出台
为契机，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
起来，坚持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改
革、公安、市场监管、银保监、网信等部
门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
持续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不
断优化住房租赁市场环境，让群众租
房更安心。

住建部等6部门整顿租房市场
中介不得赚取住房出租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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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黑龙江省消协公布
了家庭室内空气比较试验结果，发
现装修完一年内的50户家庭中，有
40 户存在空气污染问题，其中 16
户室内甲醛超标1倍以上。世界卫
生组织此前发布的《室内空气质量
指南》报告也指出，室内空气污染比
室外高5~10倍，污染物多达500多
种；在室内空气中的9种主要化学
污染物中，甲醛排在第3位。室内
空气污染已成为导致中风、缺血性
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癌等

多种疾病的诱因之一，而甲醛是造
成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

“室内空气中的甲醛主要来自
家具，人造板家具使用的胶黏剂主
要成分就是它；还有一些来自窗帘、
墙纸、涂料等家装纺织面料、装饰材
料。”国家家具及与室内环境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专家认为，尽管各类家
具、装饰、装修建材中甲醛的含量都
有一定国家标准限制，但这些材料
会持续释放甲醛，室内空气必然受
到影响。甲醛是无色有刺激性的气

体，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致癌物
质和致畸物质之一。2017 年 10
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甲醛位列
一类致癌物列表中；2019 年 7 月，
甲醛被生态环境部和卫生健康委员
会列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
一批）》。

影响甲醛释放的因素比较多，
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来源多
少，如果室内家具、装饰以及装修材
料中的甲醛含量比较高，室内甲醛
释放量就比较多。或者房间内家
具、装修材料数量多，即使产品合
格，累积释放的甲醛总量也会比较
多。二是室内温度，温度高，甲醛
释放的速度就快。有研究显示，室
温每上升10℃，室内空气中甲醛浓
度就会上升 3 倍。当室温超过
20℃时，家具和各类装修材料中的
甲醛就会处于活跃状态，极易挥
发。如果室温持续上升，甲醛的释
放量也会成倍增长。三是室内湿
度，甲醛的水溶性很强，室内湿度
大，甲醛则易溶于水雾中，滞留室
内；室内湿度小，空气比较干燥，则
容易向室外释放。四是通风条件，
房间如果不通风，释放的甲醛就会
积累，室内污染程度自然上升。此
外，一些特殊情况下，家具表面如

果有破损和裂纹，也会使得甲醛释
放量增加。

“网上售卖的甲醛测量仪测出
的数据没有多大参考意义。”专家
表示。甲醛测量需要科学精准的
操作，网上售卖的仪器质量参差不
齐，测量原理也难以保证科学性，
所以测量数据的精准度难以保
证。通常情况下，甲醛的释放期可
达3~15年之久，受多重因素影响，
装修后很多年都还可能有甲醛污染
风险。

专家提出几个建议，帮助减少
室内甲醛污染风险：1.除甲醛最好
的方法是通风，每天开窗不少于两
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2.尽量减
少家具数量，降低甲醛释放量。3.
装修尽量选择有环保标志的产品，
甲醛含量越低越好，最好不含甲
醛。4.新买的家具放一段时间再
用。家具或各类家装材料在打开包
装3~5个月内，甲醛释放量会达到
最高峰，半年后就会进入缓慢、少量
的释放状态。但是，专家认为，人们
不用过于担忧室内甲醛的问题。近
年来国家对甲醛的检验和含量限制
很严格，保证大多数产品中甲醛含
量较低。只要空气中的甲醛在一定
浓度以下，对人体的危害是可以忽
略不计的。

新家具三个月甲醛释放最多
可通过开窗通风、减少数量、暂且放置等方式防污染

春节进入倒计时，各种节庆聚会就会接
踵而来，很多人都会在家中好好收拾，甚至会
购买一些春节布置用品，把家悉心布置一下，
迎接亲友的到访。

别急买，各种物品用起来

平时，不少人外出旅游都会买些纪念品；
亲友聚会、一起品尝美食也会互赠礼品；而一
些爱逛街的，一年下来肯定会淘到不少好东
西……

“整理房子时，千万不要忘记家里的各种
宝贝，啥都买买买。”设计师周一波说，上述那
些很多都是家居节日软装设计布置的重要材
料，尤其是亲友送的书画、摄影作品。

近几年，很多人身边的朋友“突然就画画
了”“突然就练书法了”“突然学摄影了”……
而且出来的“作品”还像模像样的——不要感
到奇怪，现在成年人拿起画笔、毛笔，可比当
初管教自家孩子更易出效果。通常，那些资
质平平的小孩子要三年五载才出成绩，但不
少成年人只需上三五节课，他们的作业就很
能拿得出手。在这个乐于分享的年代，把好
友的作品悬挂家中，只要装裱搭配布置得当，
不仅能让家更有故事，还拉近亲情，美化家
居。

要是你的好友喜欢画工笔画或拥有“大
师风范”的书法作品，在家中合适的位置悬
挂他们的作品，大家的心肯定能走得更近。
因为，没什么比得到好友的认可与赞赏更重
要。

把平时出游淘回来的物品有机地结合起
来，也能混搭出有品位的软装设计。一般来
说，具有东亚、东南亚、南美特色的摆件，与
中国风的装修风格搭配会比较融合。如果
你们家有红木家具+丝绸中式风格抱枕，那
么，在角几、茶几、案头放一些具有上述国家
和地区民族特色的物品就很有味道，而你的
出游记忆也会在家居布置中得到保鲜和升
温。

如果你家走的是北欧简约风格，只要在
用色上加以配合，比如，用朋友貌似涂鸦的

“后现代作品”来装饰就再合适不过了。只
要色彩用对了，加上大气的画框与装裱，哪
怕是随手涂鸦的作品，也能立马变得高大
上。

用心经营打磨美化

“家居软装要用心经营，不断打磨和美
化。”周一波说，我们的家里其实都有很多东
西可用，只要平时用心想想，它们就不会一直
收在包装盒、放在柜子里，甚至被逐渐遗忘。
善用它们，不断替换、更新，和朋友不断交换
和分享，你的家就会历久常新，而且还会无时
无刻带给你惊喜。

家居春节气氛
布置未雨绸缪

车位买卖是人们购房时经常遇
到的事情，这里面的法律问题可不
少。

购买车位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
况：一种是可以办理产权证的，此类
车位可以自由进行买卖交易，购买
者可取得车位的所有权；而另一种，
购买者取得的只是车位的使用权而
不是所有权，此类车位多见于利用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车位及占用小
区共有场地的停车位，二手房购房
者可以在办理物业交割时进行车位
租赁或转交。因此人们在购买车位
的过程中，一定要擦亮眼睛。

有产权车位 权属要约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
人通过出售、附赠或出租等方式约
定”。法律对建筑区划内的车位、
车库归属规定了约定优先原则。
具有独立产权证的车位在构造和
使用上具有独立性，是单独的物，
与房屋之间不存在主物与从物的
关系。因此，此类车位的权属应当
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确定，而
不是随着房屋所有权的变动一同
变更。

无产权车位 风险要知悉

所谓人防车位，即是由人防工
程改造而成的停车位，业主仅取得
车位的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法》规定：“国家为武装力
量建设、国防科研生产和其他国防

建设直接投入的资金、划
拨使用的土地等资源，以
及由此形成的用于国防
目的的武器装备和设备
设施、物资器材、技术成
果等属于国防资产。”因
此，人防工程应为国家所
有，产权不属于小区全体
业主共有，也不属于开发
商，开发商无权出售人防
车位。同时人民防空法
第五条规定：“国家对人
民防空设施建设按照有
关规定给予优惠。国家
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
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
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
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
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

所有。”因此，开发商在依法获得人防
管理部门审批备案后，即可出租车位
获取收益。

小区里哪些车位不能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