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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NO *PQR 昨
天，
厦门市住房局召开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为满足本市户籍
各类人才、
在厦稳定就业的其他
无住房职工等的过渡性、阶段性
基本住房需求，目前共有 12个
公租房项目在建，总共 2.
77万
套（间），分布在湖里、集美、海
沧、
同安和翔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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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厦门继续将租赁住房
用地供应纳入全市整体土地供
应计划。
据了解，全市已批农村预留
发展用地建设租赁住房项目 31
宗，土地面积 121公顷、建筑面
积约 184万平方米，已建或在
建项目 21宗，土地面积 90.
4公
顷，
建筑面积 103.
8万平方米。
为满足本市户籍各类人才、
在厦稳定就业的其他无住房职
工等的过渡性、阶段性基本住房
需求，推出公共租赁房。截至
2019年 4月，市级公共租赁住
房运营企业安居集团已开展 53
个批次，解决 1.
1万名职工的居
住问题。目前在建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 12个，共 2.
77万套（间），
分布在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
翔安区。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有
8个公租房项目正在抓紧推进
前期工作，
可提供公共租赁住房
约 2.
2万套（间）。
市住房局 介绍 ，
2018年 我
市专门出台了 《产业园区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意
见》，规范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
运营、管理，支持各园区
配套租赁公寓建设。比如，厦门

软件园二期、三期已建成 5733
套（间），建筑面积 32.
55万 平
方米的配套公寓。今后为扩大住
房保障的覆盖面，软件园三期
“西片区” 公寓还将按研发楼
22％面积进行配比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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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局介绍，目前厦门已
经打造了一个智慧住房租赁平
台，
对住房租赁全过程进行有效
监管和服务。
这个平台的一大亮点就是
可以实行全过程监管，引入“i
厦门”惠民平台、
微信、
银联及各
金融机构等多个实名实人认证
系统，
对平台用户身份信息进行
多重验证，保障用户信息的真实
性。通过系统完成的住房租赁交
易，平台可进行全方位、多维度
的核验，直接干预切断假房源、
假信息的传播，保障交易行为的
可靠性。昨天，市住房局还在发
布会上公布，截至目前平台累计
共发布房源 25.
67万套（间），
在
线房源有 6.
36万套（间）。
其次，有了这个平台后，购
房者“找房 -签约 -支付 -备
案 -评价 -投诉” 等流程可在
系统全线操作。平台设有多个入
口，租客可以通过网页版、微信
公众号、手机 APP、支付宝生活
号等路径访问厦门市住房租赁
交易服务系统。此外，系统引入
蚂蚁金服等多个信用评级系统，
对出租人、承租人、中介、租赁企
业等租赁市场多元参与者进行
信用评级，并逐个建立信息档
案，
推广信用租房“免押金”、实
行智能网签，打造完善的信用评
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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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记者从市国土房产研
究中心了解到，4月份，厦门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1358套，面积
14.
35万 平 方 米 ， 环 比 上 涨
13.
3%，
同比上涨16.
3%。1-4月
份，商 品住宅累 计销售 面 积
39.
69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上 涨
41.
3%。目前，厦门商品住宅可
售存量去化周期约为15个月。
而在二手房方面，
成交量更

大。二手房成交6174套，面积
57.
71万平方米。其中，
二手住宅
成交5222套，面积49.
66万平方
米，环比上涨38.
4%，同比上涨
299.
2%。1-4月份，二手房累计
成交面积159.
03万平方米，同比
上涨89.
3%，二手住宅累计成交
面积132.
00万平方米，同比上涨
2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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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市民反映“委托合兴
居中介公司卖房，多名房东尾款
没收到”的情况，经市住房局的
调查取证，合兴居房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房地产经纪活动未在
市住房局进行备案、未进行年度
申报，也未取得存量房网签资
格。目前，中介行业协会已将合
兴居公司人员石某列入从业“黑
名单”，并在全市房地产中介行
业内通报。
市住房局表示，如发现中介
涉及诈骗等违法线索，将及时移
交公安部门，同时加强房地产中
介行业管理，对扰乱市场的行
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
市住房局再次提醒广大市
民，在选择房地产经纪机构时认
准行业“正规军”。（可登录“厦
门 网 上 房 地 产 ”ht
t
p:
/
/
f
dc.
xmt
f
j
.
gov.
cn:
8001，
查询最新机
构及人员信用公示。）
为让市民更好地辨识正规
中介，该局已于 4月 30日起，在
网站、
《厦门日报》 等平台公示
正规中介机构名录，下一步将通
过在门店悬挂显著标识等方式
提醒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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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lmR全市注册志愿者人数
已超71万余人！昨日上午，
厦门市
志愿者联合会宣传报道工作会议
召开，通报了全市志愿服务最新
数据。数据的背后是一大批先进
典型和好人好事。记者从市志愿
者联合会了解到，接下来，联合会
各团体会员将深入挖掘志愿服务
典型，讲好各行各业、各个单位、
各个志愿服务组织里的志愿服务

好故事。
截至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
已 达 713656人 ，志 愿 服 务 组 织
3936个，发布志愿服务项目累计
24102个，服务总时长达629万小
时。志愿服务队伍扩展到干部群
众，以体制内单位为主延伸到各
民间阶层；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扩
大，重点突出服务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服务民生保障等；志愿服务
运作机制不断完善，正在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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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常态化方向发展；志愿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一批包括医疗救助、
文物保护、生态文明、救灾救援等
各类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
为进一步建设志愿服务文
化、营造更加浓厚的宣传舆论氛
围，日前，市志愿者联合会宣传报
道通讯员队伍组建成立。昨日会
上，市志愿者联合会为通讯员代
表颁发了聘书。

市志愿者联合会会长詹沧洲
指出，
志愿服务宣传工作意义十分
重大。他指出，
做好志愿服务宣传
工作有利于进一步弘扬“奉献、友
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推动社会文明风尚的进步；
有利于
及时发现、
总结、
推广先进典型，
推
动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
有利
于激励更多人投身到志愿服务事
业中等。詹沧洲鼓励通讯员们在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上下

功夫，主动到志愿服务活动第一
线，
掌握第一手材料；
善于观察，
从
实践中发掘素材，发现选题；深入
思考，善于发现典型，总结鲜活经
验；善用群众语言，以群众乐于接
受的方式阐述观点，努力写得实、
写得新、
写得活。
会议还邀请了海西晨报社总
编助理、要闻采访部主任易福进
为通讯员们作了专题辅导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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