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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南京两地分别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
市场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和《南京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方案》。除上述两
地外，广州、佛山、武汉、沈阳、郑州、成都等地陆续下发相关方案，国内首
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12个城市逐步迈进租购同权时代，加快推进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住房租赁时代大幕已开启，租房市场、老百姓的
置业观和生活方式将发生大的变化。

租售同权，租赁市场迎来变化

让以房为家的中国人接受“住有所租”的时代正逐步到来。今年5月，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就 《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
见，其中在租金、租期、承租人居住权利保障等方面作了规定。

7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下发了《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
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选取了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厦门、武汉、成都、
沈阳、合肥、郑州、佛山、肇庆等12个城市，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

虽然试点城市中没有北京和上海，但两地也都在推进“租购并举”住房制
度方面有着较大的动作。北京发布的租房新政策中提出了租房落户、受教育等
相关条款，为承租人提供保障；上海继浦东张江、嘉定新城以底价拍出两幅只
租不售的租赁住宅地块后，将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两幅商业用地调
整为四类住宅用地，规划为社会租赁住宅，拟为园区就业人口供应近千套租赁
住房。

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中国房地产行业真正到了一个新阶段，租赁市
场前景广阔。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君甫表示，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常住
人口租购比例约为 4∶6，这意味着 40％的居民靠租房生活，接近发达国家标
准。所以，租赁市场是所有中国城市住房市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构房东，推出各类青年公寓

记者发现，在国内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除了万科、万达等大型房企
旗下新设长租公寓项目，链家、我爱我家等房产经纪公司投资的自如公寓、相
寓等，也出现大量的机构作房东的独立品牌公寓商，如蛋壳公寓、YOU＋公
寓、魔方公寓、函数公寓等。

以首钢集团旗下“双创”生态运营企业创业公社打造的 37°青年公寓为
例。创业公社将原来首钢单身宿舍进行国有资产盘活，将其改造成拥有品质生
活和社群活动的公寓。

“北京的高房价、租赁市场不规范和年轻人住房的难处都给了我们发展公
寓很大的空间。”创业公社总经理刘循序说，“青年公寓正在影响年轻人的生活
和工作方式。”目前 37°青年公寓已经在北京推出 500余套公寓，正在筹划向
全国各个城市推广。

蛋壳公寓创始人高婧认为，年轻人的消费观发生了变化，更愿意拥有自己
的生活。“他们愿意为品质好的出租房屋付费，而不是把自己的未来都绑定在
房子上面。年轻人的置业观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房子是拿来住的，而不
是拿来投资的。”高婧说。

多措并举，鼓励住房租赁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下一步各地还应该支持税费等租赁市场的配套政策出台，逐渐引导租金恢复到
健康水平，让租客权利得到保护。“高房价下租房比买房划算，租房居住同样使生活更美好。”北京
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赵秀池认为，租赁市场是政府导向，也是
民生的需要，租赁住房也可以让老百姓过上“住有所居”的新生活。

“迎接租赁时代，政府需要更多的投入来建设运营公租房；需要不断完善租赁市场的支持政策，鼓
励更多的企业进入租赁市场；也需要完善
租赁市场的监管制度。”李君甫表示。

赵秀池认为，政府部门对从事住房租
赁业务的房地产中介应该给予税费减免等
优惠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持出租项
目，应该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土地由批租
改为年租。此外，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鼓励房地产中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高婧认为，要想改善年轻人的居住环
境，提升租房市场的服务水平，亟待建立
一个更加透明的房屋中介信息认证系统，
使得租房市场信息在阳光透明的环境下良
性生长。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者张
超 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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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正式启动

贸易调查，引发全球哗然。海内外分析人士认为，中美两国经济体量大、互补性强，

多年来的经贸合作为两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然而基于“零和博弈”思维的

贸易战却没有赢家。专家指出，美国对华“抢饭碗”的指责并不公正，其发出贸易战

威胁的实质是将收入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等国内问题强行做“外部归因”。实际

上，挑起中美贸易战，不仅不能解决上述经济难题，而且还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反

制，拖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最终将被归入“错误决策”的档案。

单边主义目光狭隘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朝贸易战方向前进，一
方面是由于特朗普政府欲借此兑现“美国优先”
的竞选承诺，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美国也
可以利用长达半年到一年的调查时间作为缓冲，
增加自身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
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对外贸易一
直以来在经常项目上都存在不小的逆差，今年以
来更是有所扩大。由于中国在其中占比较大，因
此美国才希望从中国找到平衡贸易的突破口。

“美国持续多年的逆差并非完全由贸易伙伴或
贸易政策所致，而是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
策，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有很大关系。
因此，美发起‘301调查’这一单边行为，不仅非
常狭隘，而且有应付选民之嫌。”崔凡说。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本身亦值得商
榷。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稍早前介绍，中
国对美货物贸易虽然存在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其
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承接其他国家产业转移所致。此
外，美方对中国实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也是导致
中国“享有”顺差的重要原因。

转移矛盾难解问题

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说，过去数十年中历
届美国政府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全球贸易规则，如果特
朗普政府开始绕开世界贸易组织 （WTO） 而采取过时的
单边制裁措施，其他国家将可对美国展开合法报复。总
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指出，中美如果爆发“贸
易战”，将导致美国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分销商利益受损，
普通美国消费者以及美国在华企业利益也将受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
级，美国波音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必然大受影响，从而使围
绕波音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大批美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遭受沉重打击，影响可能波及美国小半个制造业。

“‘为美国蓝领工人从中国抢回就业岗位’是此次调查
的重要借口。事实上，在美国蓝领工人失业率为何升高这
一问题上，美国国内学界做过很多研究，都认为技术进步
导致的简单劳动力被机器替代是主要原因。如果一定要从
全球化角度看，问题也并不在中国身上。”崔凡说，美国
作为一个整体，在中美经贸往来中毫无疑问是获利颇丰
的，问题在于这些利益大多被美国投资者和商人群体拿
走，却没有形成对普通美国民众的合理补偿机制。因
此，将国内矛盾的焦点转移至中国身上甚至准备打“对
华贸易战”，显然难以真正解决普通美国民众的关切。

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过去30多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去年
双边贸易额已超过 5500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年底，
中美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同时，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数据显示，2015 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约为
5.65 万美元，对华贸易平均为每个家庭每年节省 850
美元。英国牛津研究院则估计，中国的低价商品将美
国消费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

专家指出，中国产业体系完整，是世界上唯一拥
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果美国
在对华贸易上坚持走向贸易战，那么其遭受的损失未
必比中国小。与此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时代，
一件产品的原材料和组装往往在不同国家完成，中美
贸易战还将影响相关国家经济。因此，贸易战注定将
被证明为错误决策。

崔凡说：“尽管美国宣布展开调查，但从以往情
况来看，双方还有WTO框架以及双边对话等很多沟
通机制来弥合分歧。例如，一些美国企业宣称对华贸
易中存在‘强迫技术转让’问题，但实际上这属于商
业范畴，是否存在强迫并不能单方面界定。对此，中
美双方应以双边投资协定 （BIT） 谈判为抓手，妥善
解决相关分歧，从而更好地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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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志烨作“住有所居”新生活

8月22日，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媒体预展。正式大会8月23日至27日举行。本届世界
机器人大会以“创新创业创造，迎接智能社会”为主题，由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三大板块组成，全球机器人行
业领先企业携上千件尖端产品亮相。图为一名小朋友在与“童伴机器人”互动。 本报记者 贺勇 王昊男摄影报道

“刷脸”乘火车
近日，武汉火车站全面启用脸部识别技术自助验证进

站通道，让旅客直接“刷脸”进站。
旅客在通过自助验证进站通道时，只需将二代身份证

及火车票按照指示要求放入闸机，面朝自助设备上的摄像
头，系统将自动扫描“人脸”与身份证上的头像进行对
比，信息准确一致后，闸门打开，旅客即可完成验证手续
直接进入到候车室内，人均用时只需5秒左右。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本报电 （刘畅、阳新） 近
日，总投资 100亿元的衡阳梦东
方旅游项目，在湖南省衡南县云
集镇车江片区金盘村开工。

天洋控股集团兼梦东方集团
总裁周政说，该项目以湖湘文化
为核心，打造集文化小镇、科技小
镇、森林小镇、农耕小镇和5个主
题公园于一体的综合型国际旅游
项目，将形成衡阳“北有衡山、南
有梦东方”的旅游新格局，使衡阳
成为中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旅游
城市之一。

衡南县委书记杨洪峰表示，
衡阳梦东方旅游项目是 2016 衡
州经济发展论坛现场签约的重大
项目之一，将于 2018 年国庆节
前完成一期。

中国餐饮新业态快速发展
据新华社杭州8月22日电（屈凌燕、潘婷） 中国饭店

餐饮业新兴业态快速发展，主题酒店、民宿客栈、租赁式
公寓、单品连锁、甜品咖啡、外卖产业、O2O 发展迅速。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7 年 1－7月，餐饮收入 21750 亿
元，同比增长 11.2%，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0.8个
百分点。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日前在杭州举办的“国际饭店
与餐馆协会第 53 届年会暨一带一路国际饭店业合作大会”
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从纵向看，我国饭店餐饮业的发展已
经达到了新高度。根据 《2017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 数据
显示，正餐集团 50 强营业额合计超过 550 亿元，比上年增
长10%。

本报北京 8月 22日电 （记者聂传
清） 22 日上午，CCTV 证券资讯频道

《赢在新四板》 栏目开播仪式暨新闻发
布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

本次发布会由中央电视台所属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证券资讯

频道指导、首都文化产业协会主办。发
布会上，《赢在新四板》 栏目制片人郭
振表示，该栏目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高
档财经访谈节目，将助力中小微企业迈
进资本市场、促进其又好又快地发展。

据悉，《赢在新四板》 不仅邀请企

业参加录制，还将邀请业内专家、机构
投资人及股交中心代表作为嘉宾，围绕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如何对接资
本市场等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同时，
在与主持人面对面地交流过程中，进一
步展示企业的品牌文化和远大前景。通
过这样的访谈形式，不仅实现企业品牌
形象地输出，也使投资者更加清晰地了
解到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促进资本与
企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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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新四板》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在七夕节来临之际，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港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
“青春七夕”主题活动。志愿者通过参加“乞巧穿针”“红线联谊”等趣味游
戏，体验“七夕”的传统民俗。

图为志愿者共同体验“红线联谊”趣味游戏。 史自强 曹建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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