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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合同有了新版本

整租分租需在合同中注明 未经约定租期内房东不得单方提价
从今天起，租客们和房东签
约 时 ，可 以 使 用 新 的 示 范 文 本
了。昨天，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
京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北京
市住房租赁合同》
《北京市房屋出
租经纪服务合同》
《北京市房屋承
租经纪服务合同》三个合同示范
文本，示范文本中明确规定，未经
约定租期内房东不得单方提价。

时隔 11 年启用新文本
据了解，此前北京市使用的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自行成
交版）、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经纪机构居间成交版）、
《北京
市房屋租赁合同》
（经纪机构代
理成交版），是 2008 年印发的。
这也意味着，这是时隔 11 年后的
首次变化。
市住建委表示，相比 2008 年
的版本，此次出台的三个合同示

范文本，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
面的调整。一方面，合同适用
区分更加明确，此次发布的三
个合同示范文本是分别针对住
房租赁和房屋租赁经纪服务制
定的。无论是通过自行成交
的，或是通过经纪机构居间成
交、经纪机构代理成交的，
住房
租赁合同均可统一使用《北京
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北京市房屋出租经纪服务合
同》
《北京市房屋承租经纪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则适用于本市
依法可以出租房屋的租赁经纪
服务。
另一方面，增加了禁止违
法群租的相关要求。
《北京市住
房租赁合同》
《北京市房屋出租
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均在
说明中强调，不得改变房屋内
部结构分割出租、出租房屋人
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 5 平方
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

超过 2 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
养义务关系的除外）等有关禁止
违法群租的文件规定内容。

整租分租
得在合同中注明
记者注意到，
新版《北京市住
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中专设
“房
屋租赁形式”相关条款，
约定房屋
具体居住人数及分间出租时的分
租房间居住面积。因此，在签订
租赁合同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就
需明确是整租还是分租，整租要
写明房屋居住几人，最多不超过
几人；分租要写明分租房间居住
面积多少平方米，居住人数为几
人，
最多不超过几人，
有无共用卫
生间、厨房、客厅等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房屋应以原
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
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
布局分割出租，厨房、卫生间、阳

纳米材料降低候车厅温度 改造通风系统

南站等出租凉快多了
这 几 天 ，铁 路 迎 来 暑 运 高
峰。今天上午，北京南站人来人
往，候车大厅等待检票的旅客排
成了一条长队。暑运期间，北京
南 站 每 天 发 送 量 都 在 16 万 人
次。而在上周六，
南站迎来了暑运
发送的小高峰，单日发送量达到
19.3万人次。暑运期间，
北京南站
在出租车候车区安装了室内空调，
室内温度保持在 26 摄氏度左右，
旅客等候出租车时将更加舒适。

纳米材料降低候车厅温度
近日，北京迎来持续高温天
气，为让旅客候车出行更加舒适，
候车大厅和平面层 138 台空调机
组最大功率为候车区域供冷，
使旅
客体感温度保持在舒适范围内。
“如果旅客抬头看，还可以发
现南站的屋顶玻璃有了些变化。”
铁路北京南站设备和信息科科长
高瑛介绍，暑运前，北京南站在候
车大厅拱形玻璃屋顶上试涂了约
700 平方米的新型纳米材料，旅
客抬头望向头顶的玻璃，大厅中
央颜色发蓝的玻璃，就是已经涂
好的部分。
高瑛介绍，这层纳米材料可
以隔绝紫外线、红外线、部分可见
光，起到隔热作用。中午高温时
期，阳光晒到地面时，涂了纳米玻
璃的地方，地面温度可以下降约
8 摄氏度。
“ 未来还将根据使用的
效果来决定是否全面推广。”
在地下换乘层的出租车等候
区，车站用风幕机将出租车排出
的热气与等候区空气隔断。同时，
刚刚改造完的东、
西停车场出租车
等候区域加装了空调室内机和柜
机，使旅客体感温度常态保持在
26℃到28℃。今早记者在现场拿
出温度计进行测量发现，
候车区温
度始终保持在了26摄氏度左右。

停车场通风系统更高效
此外，北京南站还对停车场
通风系统进行了改造。在经过充
分调研和设计之后，北京南站自
今年 4 月份正式启动了停车场通
风系统改造工程。今天上午，记
者来到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相
比以往，停车场内的温度有所下
降，以往空气中浓重的汽车尾气
味也淡了许多。
铁路北京南站新闻发言人梁
兆钰介绍，
这项工程主要是通过对
停车场风机、
风道以及送排风方式
进行更新和改造来提高停车场的
换风量和换风效果。一是改造了
送排风方式，将原来的墙面送排
风，
改为通过吊顶风道风口送排风
的方式，
送排风的风道延伸到停车
场内各部位，可以提高空气的流
通速度和效率。二是更新了全部
16 台送风机和 16 台排风机，
同时
还增加了 16 台排风机，通过送排
风机的新增和改造，增加了停车
场的换风次数，
送风次数由原来的

6 次/小时提高到 10 次/小时，
排
风次数由原来的 8 次/小时提高
到 12 次/小时，换个方式来讲，
就是换风频率由原来约 8 分钟/
次提高到大约5分钟/次。
改造停车场通风系统的同
时，北京南站建立了停车场环
境监测制度，
每天定时对停车场
各部位 PM2.5，一氧化碳含量以
及温度进行监测和记录。目前，
地下停车场内一氧化碳浓度在
20PPM以下。有效改善了停车
场内空气质量。通过加快停车
场内空气流动和循环，
降低了一
氧化碳浓度和 PM2.5 浓度，温度
相比以前下降，
但由于地下停车
场不具备安装中央空调的条件，
因此通风系统送过来的空气与
室外温度一样，温度比车站候
车区要高。
另外，北京南站每日中午
12:00 至夜间客流结束，在东、
西停车场负一层增设应急收费
出口，
提高私家车出场效率。
本报记者 李博 文并摄

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不宜居住的空
间不得出租用于居住。

未经约定租期内
房东不得单方提价
租约 未 到 期 房 东 却 要 求 涨
租金，这一直是最令租客烦恼的
事儿。新版《北京市住房租赁合
同》示范文本中也对此明确，未
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出租人
不得在租赁期限内单方面提高
租金。合同提前解除的，出租人
应在合同解除后约定时间内退
还已收但尚未发生的租金，承租
人应当在合同解除后约定时间
内搬离。
同时，租房之初由承租人支
付的押金，除用于抵扣承租人应
交而未交的租金、费用以及承租
人应当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外，
剩余部分应在房屋交还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如数返还承租人。

此外，
承租人如果想对所租
房屋进行装修装饰，
需要提前征
求房东同意并在租赁合同中注
明，
包括租约期满后该装修装饰
是拆除恢复原状、
折价归还出租
人所有还是无偿赠送。

中介泄露隐私或赔偿
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北京
市房屋出租经纪服务合同》还
是《北京市房屋承租经纪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中都对中介
保护隐私的义务作出了确切
规定，若经纪机构违背保密义
务，不当泄露房主或租户个人
隐私或商业秘密从而造成损
害 的 ，应 当 依 法 承 担 赔 偿 责
任。同时，如果因中介隐瞒、
虚构信息侵害房主或租户利
益的，中介应当退还已收取的
房地产经纪服务费并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本报记者 赵莹莹

科创板现首家撤回申请企业
本报讯（记者于建）上海
证券交易所昨天在官网表
示，对北京木瓜移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人提出
的撤回发行上市申请进行了
审核，按照相关规则规定，现
同意其申请，依法决定终止
其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木
瓜移动是科创板首家终止审
核的企业。
上 交 所 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受理木瓜移动科创板
发行上市申请。6 月 28 日，
经过两轮审核问询和回复，
上交所审核中心召开审核
会议，对公司发行上市申请
形成审核报告，拟提交上市
委员会审议，并发函要求发
行人和保荐人提交招股说
明书上会稿。7 月 4 日，公
司及保荐人提交了撤回发行
上市申请。
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是

申报企业的自主判断和正常
行为，上交所予以尊重。目
前，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已
经产生，其他申报企业的发
行上市审核，正按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基本要
求、审核标准和规定程序有
序推进。发行上市审核中，
上交所将在充分发挥公开
化问询式审核应有功能基
础上，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信息披
露要求做出审核判断，形成
审核意见。将继续坚持以
信息披露为中心，把握好科
创板定位，重点关注发行人
的科创属性、技术先进性、运
用先进技术开展生产经营、
主要经营和技术风险等重大
事项，督促发行人充分披露
相关信息，以便于市场主体
能够有效判断发行人科创属
性和投资价值。

北京国际青年旅游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傅洋）外国
青年人如何游览探索北京这
座古城？持续三个月的
2019 北京国际青年旅游季
日前拉开帷幕，向国际青年
展示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浓郁的城市艺术气息，呈现
北京文化旅游新魅力。
2019北京国际青年旅游
季以
“魅力北京，
文化之旅”
为
主题，
面向中外青年群体重点
推出了书香北京、览胜北京、
感知北京等三大主题活动。
开幕式上，各国留学生、青年
游客和旅游达人共同探访、
体
验北京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书香北京”主题活动将
通过线上征集“我和北京的
故事”原创图文，以“最美阅
读空间”和“文明的摇篮”为

话题，邀请国际青年打卡北
京特色书店和名人故居，并
通过线下活动“我和北京的
故 事 ”分 享 会 进 行 成 果 交
流。
“ 览胜北京”主题活动则
以
“我和博物馆有个约会”为
主题，线上征集国际青年打
卡北京特色博物馆和艺术馆
的短视频，通过票选产生优
胜奖项，并组织线下探访活
动，感受北京的城市底蕴和
文化品位。
“ 感知北京”主题
活动将邀请国际青年前往北
京知名的剧场、剧院等文化
演出场所，体验京剧、功夫、
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新发展成果。活动最终形成
多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为
中外青年朋友深度了解北京
提供成熟、优质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