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袁防盗技术也愈发先进遥就门锁来
说袁由原来的机械锁发展到如今的智能门锁袁智能门锁的钥
匙包括磁卡尧射频卡尧指纹膜尧虹膜等袁比起机械门锁更加安
全易携带遥 特别是使用指纹膜尧虹膜作为用户识别 ID的技
术袁不存在钥匙丢失损坏的现象遥这种智能门锁已经被运用
到了很多政府部门尧银行尧学校等公共场所袁并且正在逐渐
向普通用户家中普及遥 那么袁 智能门锁选购需要注意什么
呢钥
1尧看颜值
所谓看颜值袁看的不仅仅是门锁的外观袁还要看门锁的

设计和材质遥材质是硬性的袁好与不好有硬性标准遥比如袁高
强度锌合金面板袁纯不锈钢锁体袁能保证智能门锁耐用遥 设
计也能找到大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遥 实际上袁 很多智能门
锁袁只要看一看袁就能大概感受到设计感袁只要摸一摸就能
感受到质感袁这都不算太大的问题遥

2尧看锁与门结合的整体观感
选择智能门锁袁不能只单独看门锁本身遥 那样看袁无法

进一步确定门锁是不是合适自家的大门遥观察智能门锁袁还
要尝试与门结合看整体袁有些锁单看很漂亮袁但装在门上就
未必如此遥
3尧看指纹设计
我们关注智能门锁的指纹设计袁 不仅是关注门锁可录

入指纹的准确性尧指纹的数量袁还要关注解锁指纹与开门的
先后设计遥 其实袁 将指纹设计在把手上显然更符合使用习
惯袁也更方便袁我们抓到把手的同时即可实现开门袁而不是
先按指纹袁然后再拉把手遥

4尧用电提醒
目前来看袁大多智能门锁都是以 5A电池供电袁有些是

4节袁有些是 8节袁由于电池是有寿命的袁也就容易产生另
一个问题院如果没电了怎么办钥 更为人性化的方案是袁电量
提醒垣备用电池垣备用充电方案遥现在的智能门锁充电多为
USB接口袁也有一些开始适配新一代智能手机充电接口新
标准袁不必担心智能门锁耗电的问题遥

5尧断网应对
智能门锁是需要连接网络的袁且与其它设备联动袁这就

有一个问题了袁智能门锁断网了怎么办呢钥所以我们在选购
智能门锁的时候袁 要看看智能门锁能否对这种特殊情况有
效应对袁一般好的智能锁能能快速自组网尧具备局域网功能
等遥 渊源自中国家装网冤

如何选购智能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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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8个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袁这
表明近几个月购房需求逐步上升遥 随着楼市传统销售旺季
野金九银十冶的来临袁预计多数房企会以价换量袁扎堆推出各种
营销活动遥随着多主体供应尧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不断完善袁房地产市场有基础保持总体稳定遥

楼市传统销售旺季野金九银十冶来临遥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
新数据显示袁8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房价略涨遥

那么袁当前房企推出了哪些活动钥楼市野金九银十冶成色几
何钥房价后续走势如何钥针对这些热点问题袁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和业内人士遥

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最近一段时间袁又有不少城市推出楼市调控政策遥9月 17

日袁深圳发布叶房地产市场监管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曳袁拟对
房地产市场监管立法袁二手房将建价格引导机制尧租赁将建资
金监管制度遥
日前袁成都市发布叶关于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曳袁从加强土地市场调控尧落实金融审慎管理尧支持合
理自住需求尧完善住房调控政策尧加强市场监管监测尧强化舆
论宣传引导等 6个方面出台调控措施遥

具体来看袁包括以下内容院严格执行住房限购政策袁加强
购房资格审核袁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袁
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 2年调整到 5年遥

成都楼市新政有助于防范野快进快出冶的炒房行为遥同时袁
加强首付资金监管袁尤其是对经营贷尧消费贷等监管加强袁增
加炒房者购房成本压力袁降低房地产金融风险遥

近几个月袁成都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遥从国家统计局最新
公布的 8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来看袁无

论是新建商品住房还是二手房袁环比涨幅在 70个大中城市中
均居前列遥

除成都之外袁杭州尧东莞尧宁波尧郑州尧深圳尧南京尧长春尧海
口尧无锡等 10多个城市出台调控政策袁为楼市降温遥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介绍袁8月份各地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部署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尧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袁 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袁 及时采取针对性措
施袁 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袁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袁价格略涨遥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发现袁8月份袁70个
大中城市中袁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
城市有 9个袁其余 61个均为持平或者上涨袁涨幅较大的城市
是惠州上涨 1.9%袁银川上涨 1.8%袁锦州上涨 1.4%袁唐山尧温州
均上涨 1.3%袁济宁上涨 1.2%袁沈阳尧西安尧无锡尧金华均上涨
1.1%遥

房企或选择以价换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 今年前 8个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

增速年内首次转正袁这表明近几个月购房需求逐步上升遥
数据还显示袁1 月份至 8 月份袁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8454亿元袁同比增长 4.6%袁 增速比前 7个月提高 1.2个百
分点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连续 3个月同比为正袁与房企密
集开工不无关系遥

日前袁住房城乡建设部尧人民银行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
谈会袁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遥业内
人士普遍预计袁未来银行对于房企的放款将愈加谨慎袁预计房
企到位资金增速会有所放缓袁 房地产企业在拿地等方面会更
加谨慎遥

前不久袁众多房企公布了上半年业绩袁有一多半企业业绩
完成率不达标遥在销售承压的情况下袁通过调整价格提高销售
量袁是各大房企下半年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袁但不意味着市场
价格会随之大幅下降遥

楼市总体稳定有基础
8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房价略涨袁 不免引发人们的讨论遥

近来中央三令五申野房住不炒冶袁有关部委多次召开城市尧企业
座谈会袁为何房价还出现上涨的情况钥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袁房地产回暖袁有前期
疫情中一些压抑性需求释放的因素袁 也因为金融增加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袁中长期利率有所降低袁客
观上也降低一些购房者负担袁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恢复遥

从政策出台直至落地产生效果袁需要一段时间遥虽然按照
8月份的统计数据袁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依然比较多袁个别城
市涨幅不小袁相信随着调控措施逐渐落地显效袁会有更多城市
的房价趋于平稳遥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袁8月份以来袁多地出台
收紧楼市的调控政策袁 这代表房地产调控的基调没有变袁野房
住不炒冶的定位不会发生变化袁中央和各地会持续保持房地产
市场平稳遥 未来袁预计还会有个别城市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袁
但调控措施会继续跟进遥

日前袁叶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0)曳发布袁其
中明确袁北京将坚持野房住不炒冶定位袁落实城市主体责任袁坚
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尧力度不放松袁持续规范和发展租赁
市场袁继续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袁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遥 与此同时袁将注重调控精细化袁做好根据形势发展预
调微调的政策储备遥 渊源自中国新闻网冤

多城房价略涨尧调控密集出台尧房企以价换量要要要

今年楼市“金九银十”成色几何

近期袁不少消费者向中国消费者协会投
诉反映袁住宅装饰装修市场上一些企业打出
了野免费装修冶野装修款 N年返还冶的旗号吸
引消费者袁 但是签单之后商家往往违背承
诺袁并以各种说辞进行额外收费袁一些经营
者甚至野人去楼空冶袁使消费者蒙受很大的损
失遥

事实上袁不止野免费装修冶野装修款 N年
返还冶等噱头频现袁价格不透明尧钓鱼陷阱尧
合同避责尧企业跑路等乱象也时有发生遥 装
修市场猫腻重重袁种种消费陷阱不仅损害消
费者权益袁也令家装行业陷入野信任危机冶遥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袁家装行业
近年来也扩张迅速遥但相关行业标准与管理
却没能及时升级袁准入门槛过低尧标准不统
一尧监管野真空冶等制约着行业发展遥 有的家
装公司可能连基本的建筑施工流程都不了
解袁野租个场地尧注册个营业执照冶就能开装
修公司遥 站在消费者角度看袁家装行业专业
性强袁一般消费者缺乏装修知识袁对装修材
料质量辨别能力较差袁难免遭遇消费纠纷事
件遥

因此袁家装市场亟待从制度设计层面予
以规范遥 行业协会要制定并完善相应标准袁
逐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袁把品质不合格的产
品和服务拒之门外遥监管部门则要加强监管
力度袁加大违规惩处力度袁改变目前市场上
装修公司良莠不齐尧鱼龙混杂的现象遥 消费
者也应多掌握家装知识袁在公司选择尧合同
订立等方面谨慎判断尧慎重选择袁运用法律
手段解决问题遥 家装涉及广告尧质量尧合同尧
服务等多个环节袁装修周期长尧问题杂袁一旦
涉及消费维权袁难度往往更大遥因此袁畅通消

费者维权渠道格外重要遥比如袁不妨推广装修施工合同示范
文本袁细化工程概况尧合同工期尧质量标准等袁让消费者知道
如何维权遥
归根结底袁 家装行业乱象还在于买卖双方市场信息的

不透明遥 想要提高整个行业水平尧降低服务投诉率袁还需要
更加透明公开的第三方服务平台袁 完成商家和客户装修过
程的对接袁把控装修公司工程进度袁提升市场服务能力遥 只
有监管部门尧家装企业尧行业协会形成合力袁家装市场环境
才会越来越好袁消费者也才能更省心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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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父母留下来的房子袁儿
女是有权利继承房子的袁 当然也是
需要走流程的袁 需要大家多了解一
些具体的内容袁 比如说房产继承权
公证怎么做袁 房产继承公证费用是
多少呢袁 这些内容对于房产公证和
继承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袁 下面
就来看看相关的内容介绍吧袁 你会
了解更多遥

房产继承权公证怎么做
一尧 房屋继承办理公证的必要

性继承是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袁 把被
继承人的遗产转归继承人所有的法
律行为遥 继承同时又是一种法律制
度遥 建设部和司法部在 1991年 8月
31日联合发出了 叶关于房产登记管
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曳袁其中第
二条规定院 遗嘱人为处分房产而设
立的遗嘱袁应当办理公证遥

二尧遗嘱人死亡后袁遗嘱受益人
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遗嘱公证书和
遗嘱继承权公书或接受遗赠公证
书袁以及房产所有权证尧契证到房地
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
记手续遥 如处分房产的遗嘱未经公
证袁 在遗嘱生效后其法定继承人或
遗嘱受益人可根据遗嘱内容协商签
订遗产分割协议袁经公证证明后到房地产管理机关
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遥

三尧 办理房产继承公证需提交的材料办理房产
继承公证袁公证机关会要求当事人填写公证申请表袁
并提交下列证明尧材料院法定继承人应提交资料申请
人的居民身份证尧户口簿及其复印件曰代理人代为申
请的袁 委托代理人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及其
复印件曰其他代理人需提交有代理权资格的证明遥

四尧被继承房产的产权证明曰被继承人的死亡
证明曰法定继承人已死亡袁需提交死亡证明及亲属
关系证明曰被继承人的婚姻尧父母尧子女情况证明及
有关亲属关系证明曰公证人员认为应提交的其他证
明尧材料遥

五尧遗嘱继承人应提交的资料申请人的居民身
份证尧户口簿及其复印件曰代理人代为申请的袁委托
代理人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及其复印件曰其
他代理人需提交有代理权资格的证明曰被继承房产
的产权证明曰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曰被继承人的遗
嘱书曰有遗嘱执行人的袁提交执行人的身份证件及
其复印件曰公证人员认为应提交的其他证明尧材料遥

六尧房屋继承公证办理程序遗嘱人为处分房产
而设立的遗嘱袁应当办理公证遥遗嘱人死亡后袁遗嘱
受益人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遗嘱公证书和遗嘱继
承权公书或接受遗赠公证书袁 以及房产所有权证尧
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
手续遥

七尧首先要到被继承人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注
销户籍袁办理死亡证明曰到区或市公证处办理继承
权公证袁房产继承分两种院一是遗嘱继承袁二是法定
继承遥 办理房屋产权继承公证期限遥

八尧办理房屋产权继承公证袁只要所有相关人
员都能到场签字袁并将资料准备齐全袁最快当天就
可以出公证书遥根据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曳
第十七条又特别提示院野因房屋买卖尧交换尧赠与尧继
承尧划拨尧转让尧分割尧合并尧裁决等原因致使其权属
发生转移的袁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
内申请登记遥 冶

九尧若经登记机关审核袁继承房屋的产权来源
清楚袁证件齐全袁手续完备袁公告又无异议袁登记机
关则根据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曳第二十七
条规定袁于受理登记后的两个月内核准登记袁并颁
发房屋权属证书袁同时收回原房屋产权证遥

渊源自中国江苏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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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上海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对多家电商销售的 25批
次儿童家具抽检袁结果 18批次不合格袁不合格率超七成遥

从 2012年 8月 1日起袁我国首部儿童家具国家强制性
标准叶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曳正式实施袁明确了国家强制
性的结构安全和环保安全标准遥 2016年袁京东与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推出行业内首个电商平台野儿童家具质量评审标

准冶袁入驻京东的品牌在
此后定期抽检中袁 如果
两次不合格将被清退遥

然而袁 近年来针对
不少产品的抽检结果显
示袁 网售儿童家具质量
问题依然存在袁 敲响了
儿童用品监管警钟遥 从
消费者角度看袁 家长们
给孩子购买儿童家具时
应该多留心袁 但消费者
毕竟不是专家袁 既没有
专业经验袁 也没有专业
检测设备袁 很难辨别不
合格产品遥

因此袁 对儿童家具
等儿童用品存在的风
险袁 重在市场监管部门
严格把关遥 首先袁儿童用
品要有更严格的质量要
求和检验标准袁 要完善
相关法规和标准袁 最大
限度保障消费者权益和
儿童安全遥 其次袁对网售

儿童家具的监管不能局限于上市后的抽检袁 应从源头抓
起袁未经检验合格的商品不允许进入市场袁并采取多种处
罚手段袁提高不法商家的违法成本遥 同时袁电商平台应加大
对入驻商家的监管力度袁 最大限度挤压不合格儿童家具市
场空间袁消除产品质量隐患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从严监管网售儿童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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