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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9 月 18 日电北京工商朝阳分局不久前针对近
两年辖区房屋中介被投诉举报情况，对 15 家中介七项严重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了公示，包括采取威胁、恐吓、换锁等方
式，在不退租金押金情况下逼迫租户搬离等现象。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国家鼓励住房租赁政策的
出台，租赁市场正成为房地产最大的增长空间。然而，住房租赁
市场仍存在虚假信息泛滥、骗租时时上演、黑心中介欺诈租客等
现象。

黑心中介客厅放花圈

租客遭遇“被违约”

24 岁的北漂青年王林通过一家不知名的中介公司在北京
双井附近租了一间“隔断房”，但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住不下去了，
迫不得已搬了家，还损失了几千元。

“签订了一年租赁合同，但入住没几周，我就发现客厅突然被
人摆放了花圈，十分丧气。”王林无奈想要退租，中介告诉他提前
退租构成合同违约，押金要抵扣，违约金不再退还。

在北京从事房屋租赁的葛经理告诉记者，王林遇到的情况
实际是黑中介为逼迫租客违约而耍的伎俩。“有些个人或者黑中

介租下十几或几十套房子，每一套分租给多人，然后使用多种
看起来奇怪的‘恶心事’赶走租客。”他说，除了放花圈，有的黑
中介还在房屋内安装信号干扰器屏蔽信号，或者雇人彻夜在
客厅打麻将，“一问起来就说是租客的朋友，谁也拿他们没办
法。”

目前，北京工商朝阳分局公示的 15 家房屋中介已被工商
部门列入“异常名录”，属经营异常状态并已立案调查。

据住建部相关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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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一
数字还将继续扩大，租房市场将迅猛发展。

“每年三季度是房屋租赁的高峰期，租房市场的各种乱象，
随着租房市场的火爆相伴而来。”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卫国说。

虚假信息泛滥

“二房东”私自转租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主体发育不
充分，市场秩序不规范，乱象频发。

——— 虚假信息泛滥。在上海工作的杨燕在找房路上深感
疲惫，“虽然手机上装有各种租房 APP软件，然而各种信息鱼
龙混杂，难辨真假。显示有房的，去看的时候往往没有，然后再
带你去看其他不合需求的房子。”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表示，目前，北上广等地租房信息
渠道主要来自互联网平台、中介机构、房东直租、二房东转租
等。其中，一些机构和个人通过制造假房源、低租金等手段吸
引客源，租房者找房成本居高不下。

——— 租房骗局时有发生。58 同城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网上租房被骗者 92% 是在没见到房东或没看到出租房屋之
前就提前给欺诈者打了款。租房类欺诈的主要手段是编造虚
假房源，更有通过伪造的房产证与身份证博取租客信任，随后
以各种理由要求租客先交定金、房租，从而骗取非法利益。

上海的周先生不久前就遭遇了这样一场骗局。周先生看
中了一套位于杨浦区中原路的出租房，现场看房时，一名“房
东”向他出示了房产证复印件，并以免中介费为由劝周先生私
下交易。周先生和“房东”签订了租房合同，并以“押二付三”的

方式支付了 17500 元房租后，当场就拿到了钥匙。但周先生事
后得知，和他签合同的是假房东，房产证复印件、租房合同都
是伪造的。目前，上海警方已立案调查。

———“二房东”私自转租、群租。“我们当时拎着包就住进
来了，但真实环境和网上看到的不太一样。”近日，两名来济南
实习的大学生到达预订的住处，心里十分失落，“我们在网上
预订的是六人间的房间，到了之后却发现是‘二房东’转租给我
们的，80 平方米的房间有 12 个床位。”

“这种‘二房东’私自转租、群租、抬高租金吃差价等损害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很普遍，违法成本低，监管难度大。”葛经理等
业内人士说。

推动租赁法立法

构建真房源发布平台

杨现领介绍，北京租赁市场中大约有 30% 至 40% 的房
源集中在职业“二房东”手里，正规的租赁机构占比不到 20%，
远低于发达国家 80% 的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规范运营的租赁机构较少，法律监管体系
不健全，中介违规甚至违法行为成本低等是租赁市场乱象丛
生的原因。

“要加快推动住宅租赁立法，完善租赁领域监管体系，规
范经纪人作业，为治理中介乱象提供法律保障。”深圳房地产
经纪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媛建议。

针对虚假房源、虚假信息等影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痛
点，专家认为，需要由政府主导构建行业内的真房源发布平
台，个人以及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需在网站实名登记后方
可上传房源，房地产经纪机构需在房地产相关部门备案，且缴
纳一定额度的真房源保证金才能接受房屋出租委托。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旭锋表示，应推广建立中介
机构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制度，将不良的、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
和从业人员纳入系统
中，形成“黑名单”。
(记者王阳、李萌、周
强、郑钧天 实习生
韦国峰)

客厅摆花圈逼走租客 假房东拿钱跑路
虚假信息泛滥、黑心中介欺诈租客等现象有待规范治理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赵丹丹)近日，“谁来帮我带二孩”的相
关话题在网络引起不少讨论。网络上类似“帮独生女儿三年带两
娃，老妈累出抑郁症”“女子辞职回家带娃被累瘫”“二孩谁带问
题引家庭内战”等相关新闻频现。二胎来了，到底该由谁来带娃？

10 个老人，6 个正在带娃

记者在长春市多个小区采访时看到，怀抱孩子在楼下遛弯
的有八九成都是老人，其中又以姥姥、奶奶等老年女性居多。

一位孩子奶奶告诉记者，自己老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农
村，本来在家中过着悠闲的日子，平时串串门、唠唠嗑、打打牌，
自从儿媳妇怀孕生子，她便将老伴一个人留在家中，孤身一人从
老家来到城市帮忙带孙女，与儿子、儿媳同住。小两口工作忙，她
既要看孩子又要做家务，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还要带孙
女睡觉，需要经常起夜哄孩子，孩子小，白天时刻需要小心翼翼，
生怕出什么问题，累的有些精神衰弱。“看孩子这段时间我头发
掉老多了，还掉了好几颗牙，整个人都瘦一圈。”孩子奶奶说。

另一位孩子奶奶也有同感，她告诉记者，自己在小区里遇见
的同辈人，10 个老人里，有 6 个是正在帮子女带娃的。跟他们聊
天发现，身体上的劳累都能尽量克服，但是心理的疲累却很难摆
脱。“到城里来不习惯，心里也惦记着自己在农村的老伴。”她说，
自己有时还会与儿子儿媳在育儿问题上产生一些分歧，那时候
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

提到是否鼓励子女生二胎，两位奶奶都很无奈。“心里虽然
愿意要二胎，毕竟现在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但是我们也不敢劝说

了，生了实在是看不动。”两位奶奶均表示，看一个孩子再苦再
累都能克服，硬着头皮也要尽到长辈的责任，如果再有第二个
孩子，自己则“带不动了”。

父母自己带娃？想说可以不容易

长春市的李瑞和爱人工作都特别忙，除了工作之外，还要
独自照顾两个孩子。虽然第二个孩子才一岁半，也被早早的送
进了私立幼儿园。“两家的老人都在外地，故土难离，他们想把
孩子接到老家去带，但是我们俩都觉得孩子应该在父母身边
成长，所以只能克服困难。”李瑞说。

李瑞和爱人分工，老大爸爸带，老二妈妈带。每天一早，
“家里就像炸开了锅”，起床、穿衣、洗脸、吃饭、送幼儿园，一系
列动作下来俩人就像参加了一场“战役”，“战役”结束后还要
投入一天的辛苦工作，晚上接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后，又是一场
“硬仗”，晚上各自哄睡自己负责的宝贝后，李瑞和爱人还要各
自加班处理工作。

“真的是太累了，别说娱乐，就连闲聊的时间都没有，有时
间只想睡一会儿。”李瑞爱人说，“也想过一方辞职，但是不太
现实，养两个孩子，不工作相当于经济压力成倍增加，如果社
保、医保再断档，以后有更多的麻烦。”

北京的赵秀秀最近每天都处在焦虑中，生完第二个孩子
的她产假即将结束，上班后谁来看娃？她对记者表示，自己想
了很多种办法：继续请假？不现实，公司对她生二胎已经表示
不太满意，继续休假或许会失业；请保姆看？不放心，看着同事

三天两头换保姆觉得心累；请父母看？难开口，一胎时父母已
经很累，不忍心……

“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可能会把二宝送回安徽老家，求我
妈在老家帮忙带一下。”赵秀秀的话透着无奈，“就是孩子见不
到妈妈太可怜了。”

二胎来了，咱的娃还能谁来看？

根据中国老龄中心的调查，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孙女
的老年人比例达 66 . 47%。2 岁半以前的儿童，主要由祖父母
照顾的占总数的 60%-70%，其中有 30% 的儿童甚至是被放
在祖父母家里抚养照顾。3 岁以后，大部分儿童上幼儿园，祖
父母直接抚养的比例会下降至 40% 左右。老年人已真正成为
带娃“主力军”。

“目前进入‘二胎时代’，老人其实是充当了一个临时替补
的角色，是没有办法之下的无奈之举，不是长久之计。”长春市
家庭教育协会副会长栾本立说，有时候老人对第三代的溺爱
已经超出了理性的教育，一方面容易与子女发生矛盾，一方面
两代人不同的教育理念会造成孩子的认知畸形。

栾本立表示，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和大量的调研结果显示，
在我国近七成的“隔代抚养”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相
当比例在童年时存在个性缺陷和社会适应能力欠缺。

一些二孩父母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更小的孩子建立
规范化的婴幼儿托管机构，让年轻父母多一些选择，少一些后
顾之忧，同时将老人解放出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孩时代”来临，孩子谁来带

（上接 1 版）

体制活和措施新共进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省荔波县朝阳镇镇长杨青今年有
了一个新的身份——— 河长，负责管理珠江上游支流樟江朝
阳段 17 公里的河流范围。

“以前天天从河上过，不会将这条河的治理联系到自己
身上。”他说，长长的一条河流，只有一段从辖区过，水质好
不好，跟自己关系不大。

“河长上岗，水质变样。”杨青说，现在河段治理不好，河
长要被问责。今年上半年在樟江边 4 个村全部配备垃圾处
理设施，做到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贵州沟壑纵横，河网密布。怎么
将成千上万的河流、湖泊、水库保护起来，检验着贵州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效。

今年，贵州开始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为
3000 多条河流设置了 22100 名河长。此外，众多的水库、山
塘和溪流，也有了“湖长”“溪长”。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贵州为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的一条
新路。“先行先试”，已成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词”。

2016 年，铜仁市思南县许家坝镇党委书记廖永生从另
一个乡镇调离时，相关部门对其曾任职的乡镇自然资源资
产“家底”进行了全面审计。

经过这次审计“大考”，廖永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
心更强了，“有了‘生态审计’，基层干部对待自然资源不敢乱
作为、胡作为”。

在赤水市，这样的审计将更加制度化。涉及土地、林木、
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等 519 项指标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已于今年初编制完成，赤水市从此有了系统的“自然家底”。

“官员们辖区内的水质怎样，森林资源如何一目了然。”
赤水市统计局副局长崔华说，官员离任时，这些指标都要逐
项进行审计。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贵州频出“重拳”。针对环保领域打
击力量弱的情况，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公、检、法、司配套的环
保执法司法体系。

针对环境污染处罚成本低的情况，全力推进生态公益
诉讼。数据显示，贵州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以来，检察机
关起诉 153 件公益诉讼案，案件数为全国第一，其中生态环
境类案件超过 45%。

成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来，贵州用改革的力
度突破生态体制障碍，从污染第三方治理，到跨区域生态补
偿；从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到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
点……贵州生态文明改革正在多层次、全方位推开。

产业优和环境靓共赢

走进贵州省仁怀市五马镇，五马河两岸青山映碧水，绿
水绕人家，黛瓦白墙的黔北民居临水而建，清净优雅。

但在几年前，这个乡镇却存有 278 户小造纸厂和 11 对
煤矿，居民的生活污水也直排入河。

“以前水体黑臭、垃圾横流，生态环境一度恶化。”五马
镇副镇长冯金维说，为了治理污染，政府先后投入 5000 多
万元，取缔所有小造纸厂，关闭重组 10 对煤矿，兴建及再建
18 座生活污水处理站。

如今，水质持续稳定在二类标准的五马河已成为仁怀
市境内保护最好的河流之一。村民罗国红说，这几年村里还
成立了民间护河队，100 多名巡河队员不定时上河巡查。

“亡羊补牢还不晚，但如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值得我
们思考。”冯金维说。

冯金维的思考，在我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找
到了答案。

2014 年，国家在贵州省中部 1795 平方公里土地上批
准设立贵安新区，以期在这里探索一条发展内陆开放型经
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新路。

贵安新区成为唯一承担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使命的国
家级新区。

“一城山水全城景，十河百湖串珍珠。”贵安新区规划局
局长郭波美说，新区的 14 条河流、131 个湖泊、515 个水
塘、219 个地下泉眼、535 个山头全部纳入了综合治理保
护，让城市水系串成“珍珠项链”。

同时，贵安新区投入 47 亿元建设“海绵城市”；建设 5
座高标准处理排放的污水处理厂；推进清洁能源，率先在全
省实现村村通天然气；新能源公交车比重超过 50% ……环
保建设“组合拳”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截至目前，新区共完
成植树造林近 5 万亩，绿化率提高了 7 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贵安新区还在产业选择上坚持“环保为先”，
从空间管控、行业准入、环境容量等方面提出行业准入要
求，近几年拒绝了计划总投资超过 20 亿元的不符合环保要
求的项目。

严格的“环保门槛”，不仅没有吓退投资者，反而成了高
品质新区的金字招牌。

苹果、高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知名企业
纷至沓来。贵安新区入驻世界 500 强企业 20 家、中国 500
强企业 14 家、民营 500 强企业 4 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红利不断释放。贵州经济连续 14 年保
持两位数增长，增速连续 26 个季度位居全国前列。

近日，贵州出台了发展新经济的相关意见，提出实施总
投资 2000 多亿元的 100 个重大项目，涉及数字经济、健康、
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孙兆霞认为，这些产业的选择，基于
近年来贵州着力推进的大扶贫、大数据和大生态三大发展
战略。

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三大战略相互交融，一幅百
姓富、产业优、生态美的画卷渐次展开。

当脱贫攻坚遇上脆弱生态

（上接 1 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些故事，都是从历史
传承中来，从文化经典中来，从现实生活中来，从人民群众
中来，从工作实践中来。这些故事高大上、接地气，既展现文
化软实力，又具有实践指导性，是最值得点赞的中国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说，“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让
后代了解历史，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人民更加团结，让中国
更有力量。”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杨镜
洁表示，在这本书中，她找到了一把融通中外的“金钥匙”，
更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都能找到这把钥匙，当好中国
故事的主讲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介绍，《习近平
讲故事》出版后立即形成阅读热点，该书不仅在国内持续
畅销，而且备受海外媒体关注，同时也引起许多国外出版
机构的浓厚兴趣，海外知名出版机构表示希望翻译出版

《习近平讲故事》，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海外读者了解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了解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据了解，《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
施普林格立即主动联系人民出版社，要求购买该书全球
英文版权，出版英文译本。俄罗斯尚斯出版集团也主动联
系购买了该书俄文版出版权，准备在俄罗斯出版发行。目
前，该书已实现英文、日文、俄文、越文 4 个语种的版权输
出授权。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18 日电(记者郑钧天)18日，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2017 年 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显示，15 个热点城市房价环比全面止涨，其中北上广深四大
一线城市更是近三年来首现房价全面停涨。

一线城市房价近三年来首现全面停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明显减少，房价
下跌的城市数量则大幅扩容。与 7 月相比，8 月 70 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46 个，比上个月少 10 个；

下降的城市有 18 个，比上个月多 9 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增
幅为广西桂林的 1 . 1%，最大跌幅为海口的 1%。

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首次出现房
价全面停涨。据国家统计局测算，8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下降 0 . 3%。其中，北京和上海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均现“零增长”；深圳和广州分别环比下跌 0 . 4%
和 0 . 7% 。

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开始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指出，8 月份，二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 . 2% 和 0 . 3%，
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 0 . 2 和 0 . 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 . 4%，涨幅比上月回落 0 . 2 个百分点；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 . 4%，与上月相同。

从同比来看，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结束了房价全面同比上
涨的局面。深圳和成都率先出现下跌，分别以 2% 和 0 . 3% 的跌
幅排名 70 城之末。其他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同比涨幅则继续回
落。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
格同比涨幅均连续 11 个月回落， 8 月份比 7 月份分别回落
3 . 8 和 3 . 7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
续 9 个月回落， 8 月份比 7 月份回落 1 . 6 个百分点；二手住
宅价格同比涨幅连续 7 个月回落， 8 月份比 7 月份回落 1 . 0
个百分点。

楼市“金九银十”成色如何？

“金九银十”是楼市传统销售旺季，今年情况几何？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调控持续之下，一二线楼市成交或将继续降温，

预计今年“金九银十”或将落空。

记者近期在北京走访发现，部分二手房价格相比最高点

已有近 20% 的下调空间，不少刚需群体观望情绪依然浓厚。
记者了解到，今年不少开发商将集中推盘时间定于四季

度。“开发商的财务成本熬不过时间成本。”融侨集团首席营销
执行官张岩在亿翰智库主办的“中国房地产业战略峰会”上表
示。张岩说，由于今年央行收紧房地产融资，因此不少开发商
融资成本较高。当前不少开发商的心态是，晚推盘不如早推，

尽早回笼资金。

8 月份 15 个热点城市房价环比全面止涨
北上广深近三年来首现房价全面停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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