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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比一般出租房贵，
租金趋势性上涨

前段时间，北京万科翡翠书院自持
租赁项目引起公众关注：90平方米三居
室的月租金为1.5万元至1.8万元， 如果
一次性签订10年的租期合同， 租金180
万元起。 而同一地段130多平方米的普
通三居室的租金也不过8000元左右。

“现在哪有租客会去和房东谈10年一
付？”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工作的杜晨对记
者说，“10年合约锁死了自己，而且一次性
拿不出近200万元只能去贷款， 但租房贷
款利息也挺高，还有可能刺激房租上涨。”

万科之外，为数不少的长租公寓项目
也走了高端路线。据记者调查，在一线和热
点二线城市， 以自持物业为主的长租公寓
企业拿地成本普遍较高， 而以分散运营为
主的长租公寓运营成本也很高。 据365地
产家居网战略部主席胡光辉介绍， 分散运
营的长租公寓首先要从居民手中归集房
源， 而居民提供不出发票， 企业无法抵扣
税。其次是居民房屋多数需要维修，成本也
很高。

据记者调查，为破解投入大、盈利
难的困境，目前长租公寓项目租金一般
比周边民房平均租金贵15%以上。

此外， 根据多个专业机构监测，近
年来一二线大城市租赁需求持续增长，

租金水平趋势性上升。据千龙网云房数
据中心统计，截至今年1季度末，上海市
月租金67.7元/㎡，同比上涨4.0%；深圳
市月租金76元/㎡，同比上涨3.2%；杭州
市月租金50.5元/㎡，同比上涨6.3%；南
京市月租金44.8元/㎡，同比上涨1.1%。

签合同后又加收费，
刚住1个月被“黑中介”威逼退房

“有的长租公寓涉嫌消费欺诈，而
消费者却无处维权。” 不久前到南方某
城市工作的何先生说，他入住了一家品
牌公寓，没想到签订合同后，长租公寓
又收取了排污费、热水费近1000元。

何先生说，这种签订合同后又收费的
行为涉嫌消费欺诈， 他首先打电话报警，
警方让他找住建部门的房屋租赁处，可是
电话一直打不通。 他又打电话给消协、物
价局、 市长热线， 得到的答复都很含糊。

“我后来要求退押金退租， 可公寓方说不
交费不能退押金。 合同上写的房租一月
2300元，实际花了3300元都不止。”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租赁市场上“黑
中介”、虚假房源、中介收费不合理等乱象
仍屡禁不止。 在北京租房的张女士从一
家中介处租到一套小两居，以“押一付三”
的方式交纳了近万元租金。 可是刚住进
去一个月， 中介就通知她房东要将房子
收回，并以各种方式威逼她退房，等张女
士报案后才发现是“黑中介”。

在杭州钱江新城工作的李嘉已经
租房3年多，他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
租赁房源绝大多数是私人房产，租赁合
同一次只能签订一两年。 租住在南京

“东南青年汇” 公寓的大学毕业生王华
说，即便是政府提供的公寓，租赁周期
也不长，有的要求一年一签，有的只允

许毕业住3年。
“现在都说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可

是出租方的利益谁来保护？” 海口市民
陈先生说， 他的一套新房出租4年后面
目全非。“有的承租人对房屋很不爱惜，
而出租协议对于出租人的保护条款不
明晰。”

尽快完善法律法规，
并出台配套扶持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推进租赁市场健康
发展， 需要在加大市场整治力度的同
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出台配
套扶持政策。

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说，我国租赁
市场缺少标准，同样类型纠纷，不同的法院
判决的结果可能不同。所以，胡景晖等业内
人士建议，尽快出台《住房租赁管理条例》，
规范承租人、出租人、中介的各方行为。

“要加快制定符合租赁行业发展的税
收标准， 推进长租项目资产证券化步伐。”
中国饭店协会公寓委员会专家组教授穆林
说， 近日相关部委已经出台推进住房租赁
资产证券化的文件。要落实好这份文件，还
需要在税收方面制定切合实际的优惠政
策，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贝壳找房首席经济学家杨现领认
为，未来中国的租赁房体系应形成多层
次供应。存量物业改造的长租公寓产品
应用来保障中端市场，而政府筹措的各
类公租房，以及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出
租房源也应加快实现平价上市。

一些市民建议，银行在设计租房贷
这类产品时，要多考虑年轻人的实际承
受能力，推出利息优惠、能分期支付或
短期使用的金融产品。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均表示，希望美朝领
导人会晤能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说， 期待他与金正恩
的会晤如期举行。 特朗普当晚在美国白宫对记
者表示， 目前关于美朝领导人会晤的相关准备
进行得“非常顺利”。美方仍希望会晤能于6月12
日在新加坡举行，“这一点没有改变”。

当天早些时候，白宫发表声明说，为美朝领导人
会晤做准备的白宫先遣团队将按原计划前往新加坡。

据朝中社27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26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举
行会晤。金正恩感谢文在寅为预定于6月12日举
行的朝美领导人会晤付出的努力和辛劳， 并就
历史性的朝美领导人会晤表明“坚定的意志”。

报道说，双方在会谈中就迅速履行《板门店
宣言》、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地区和平稳定繁
荣， 以及当前北南双方面临的问题和举行朝美
领导人会晤，深入交换了意见。

韩国总统文在寅27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宣布
前一天韩朝领导人会晤结果。他表示，双方希望
6月12日美朝领导人会晤能够成功举行，并再次
明确应尽快履行《板门店宣言》。

文在寅指出，美朝双方有必要通过直接沟通消
除误解， 有必要通过实务磋商事先针对美朝领导人
会晤中的议题进行充分对话。金正恩对此表示同意。

文在寅还说， 金正恩在会晤中再次明确表
达实现半岛彻底无核化的意志， 以及希望通过
朝美领导人会晤清算战争和对立历史、 为和平
与繁荣进行合作的意愿。

租金涨得快“公寓”尤其贵，“黑中介”横行收费猫腻多———

透视租赁市场乱象

� � � �加上“公寓”两字租金就贵很多，明明已经签了租房合同，
莫名其妙又被加收排污费、热水费……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房屋租赁市场出现租金上涨
较快，长租公寓高端化等问题，消费欺诈、“黑中介”等乱象也
屡禁不止。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在加大市场整治力度的同时，
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出台配套扶持政策。

� � � � 15名中国航天员日前在巴丹吉林沙漠圆满完成了野外生存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的航天
员野外生存训练。

据介绍，航天员沙漠野外生存训练为期19天，由中国航天员中心组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提供训练保障。训练主
要针对空间站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飞船应急返回着陆沙漠地域特殊情况，旨在使航天员进一步掌握救生物品的使用方
法，提高沙漠环境生存能力，锻炼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凝聚力。

图为5月17日，航天员聂海胜（左）和刘旺进行自主出舱训练。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我国首次成功组织航天员沙漠生存训练美朝韩三方均表示

希望美朝领导人会晤
如期举行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60 2 2 7 0 8 9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8970200.7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40 6 8 0
排列 5 18140 6 8 0 9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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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冯平，1899年3月出生
于海南省文昌县。 1923年，
冯平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学习；1924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8月冯平回国，
任中央农运特派员，在广东
省农民协会工作。

1926年6月，冯平在琼崖
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
琼崖地方委员会委员兼军事
部长； 同年8月任琼崖农民协
会主席。 在冯平等人的努力
下，海南各地大多先后建立起农会组织，农会会员近20万人。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新军阀在海南发动政变，屠杀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领导“农军”
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7月，中共琼
崖特委将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 冯平
任总司令。 1927年9月上旬，琼崖特委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
暴动。 11月，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冯平仍任
总司令兼任西路总指挥。

1928年3月，广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大批部队对琼崖
苏区和工农革命军进行“围剿”。 由于叛徒出卖，5月9日冯平
在琼山县西昌地区仁教岭被国民党军包围，弹尽负伤被捕。

敌人对他劝降：“你如改变信仰， 可以到省里当官。 ”冯
平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为革命生，也为革命死，何必白费心
机！ ”“我个人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1928年7月4日，冯平
在澄迈县金江镇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时光荏苒， 冯平曾为之挥洒热血的故土也已从贫穷孤
岛变成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地。 而在冯平牺牲的海南澄迈，当
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熟练地背出冯平牺牲前那段慷慨
激昂的誓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
千万个冯平！ 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

（据新华社海口5月27日电）

冯平：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冯平像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就美国
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美
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
止此类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动。

有记者问：据报道，5月27日，美国“希金斯”号和“安提坦”号
两艘军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5月27日，美国海军“希金斯”号和“安提坦”号军
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海
军依法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

陆慷说，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及毗连区法》，中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中国
有关法律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有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规定。

陆慷说， 美方再次派遣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
海，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
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侵犯中国
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外交部就美军舰擅自进入西沙群岛领海答记者问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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