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
声明

曾昭绵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 林权证号为瑞金市林证字渊2007冤
第 140908008 号袁声明作废遥

07姻2021 年 7 月 15日 星期四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 财经WEEKLY 理财荫周 刊

活立木销售招标公告
渊圆园圆员第员期冤

一尧销售标的物院狮古塘工区 47-1尧44-1袁十字
石工区 46-1 三个小班共 881 亩杉树活立木袁 参考
价 203 万元遥

二尧报名方式院电话院0797-2335918袁18296709280
或邮箱院1102478383@qq.com. 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
止时间:2021 年 7 月 20 日 17 点遥

三尧看样时间院7 月 16 至 19 日
四尧交易地点和时间院江西省瑞金市泽覃乡铁

炉下本公司袁2021 年 7 月 21 日 10 点袁 投标人当场
递交报价袁招标人当场唱价袁价高者得遥

五尧保证金院20 万元袁请汇入如下账户袁户名院王
秋萍袁账号院6228 4834 7877 5951 176袁开户行院农行
瑞金支行遥

瑞金市绵江林业有限公司
2021年 7 月 14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叶关于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
见曳显示袁支持专业化规模化住
房租赁企业建设和运营管理保
障性租赁住房遥

从参与企业角度看袁中国证
券报记者梳理发现袁部分涉足长
租房领域的规模化房企已取得
较大进展遥

举例来看袁龙湖集团旗下租
赁住房品牌冠寓袁 经过五年来
快速发展袁 目前已布局全国 30

余个高量级城市袁 累计服务在
租租户近 25 万人遥 已与武汉尧
南京尧重庆尧深圳尧天津尧苏州尧
青岛尧厦门尧上海尧广州尧长沙在
内的全国 10 余个重点城市袁合
作落地 40 余个项目袁 提供超 2
万套人才住房袁 助力提升各城
市人才吸附力遥 截至 2020 年
底袁冠寓已布局全国 30 余个高
量级城市袁 租金收入同比增长
55%袁4 年复合增长率达 221%袁
已成为集团经营性收入的稳定

贡献源遥
龙湖集团表示袁租赁住房须

解决新青年尧 新市民的租房痛
点袁满足多样化租房需求遥 目前袁
冠寓有野豆豆尧松果尧核桃冶三条
产品线袁分别服务于城市务工基
础服务人员尧 城市新青年新市
民尧 城市小家庭和外派精英人
士遥 凭借规模化尧标准化尧体系化
的运营管理能力袁多渠道筹集租
赁住房房源袁稳定市场租金遥

渊来源院 中国证券报冤

租赁需求回升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袁6 月全国大

中 城 市 租 金 挂 牌 均 价 环 比 上 涨

2.1%袁同比上涨 1.51%袁租金同比年

内首次转正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一线城

市作为大多数年轻人就业的最佳选

择袁适逢毕业季人员流入量大袁带动

租赁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袁租金随之

上涨遥预计随着毕业生陆续离校求职

以及大量外省市毕业生的涌入袁旺季

效应延续袁一线城市租金水平将有一

定上涨空间遥

租金上涨
诸葛找房监测数据显示袁6 月全国大中城市租金挂

牌均价为 35.63 元/平方米/月袁环比上涨 2.1%袁较上月扩
大 1.31 个百分点袁同比上涨 1.51%袁租金同比年内首次
转正袁但相较于 2019 年同期水平仍略有差异遥

各等级城市租金均价环比全线上涨遥 其中袁 一线城
市平均租金为 93.88 元/平方米/月袁 环比上涨 2.78%袁同
比上涨 1.43%曰二线城市平均租金为 34.7 元/平方米/月袁
环比上涨 2.06%袁同比下跌 0.13%曰三四线城市平均租金
为 26.76 元/平方米/月袁环比上涨 1.5%袁同比上涨 1.72%遥

另据 58 同城尧 安居客监测袁6 月北京延庆区租房热
度环比上涨 10.2%袁涨幅最高曰海淀区环比上涨 9.6%袁紧
随其后遥新增房源量方面袁北京门头沟出现 34.1%的环比
涨幅袁大兴区尧石景山区尧密云区和平谷区也均出现 10%
以上的环比涨幅遥

6 月袁上海浦东区尧杨浦区尧长宁区和金山区租房热
度环比涨幅均超 4%遥其中袁杨浦区和金山区以 4.5%的环
比涨幅并列第一遥 新增房源量方面袁金山区环比涨幅达
到 8.1%袁领先其他区域曰崇明区以 4.8%的环比涨幅排在
其后遥

广州房屋租赁市场方面袁 从化区租房热度以 26.4%
的环比涨幅排在首位遥 新增房源量方面袁从化区环比上
涨 12.9%袁领先其他区域曰增城区环比涨幅为 8.3%袁名列
本项统计的第二名遥

深圳各区租房热度在 6 月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袁新
增房源量方面袁仅宝安区和罗湖区有所上涨袁环比涨幅
分别为 1.3%和 1.6%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随着高校毕业季的来临袁租房市场进
入行业旺季遥 同时袁疫情影响逐渐消退袁租赁需求回升袁
市场活跃度较高袁带动租金水平持续上行遥 预计在毕业
季对租赁需求的持续支撑下袁7 月尧8 月租金有望继续上
升遥

日前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印发叶关于集中式租赁住房
建设适用标准的通知曳(简称叶通
知曳)袁将在工程建设标准方面为
集中式租赁住房设计尧 施工尧验
收等提供依据遥 叶通知曳将集中式
租赁住房分为宿舍型租赁住房
(包括实践中的公寓型租赁住
房)尧住宅型租赁住房两类遥 新建
宿舍型租赁住房执行叶宿舍建筑
设计规范曳及相关标准袁改建宿
舍型租赁住房执行叶宿舍建筑设
计规范曳或叶旅馆建筑设计规范曳
及相关标准遥 新建或改建住宅型
租赁住房执行 叶住宅建筑规范曳
及相关标准遥

叶通知曳要求袁集中式租赁住
房可根据市场需求和建筑周边
商业服务网点配置等实际情况袁

增加相应服务功能曰按叶旅馆建
筑设计规范曳 及相关标准进行改
建的宿舍型租赁住房袁采光尧通风
应满足叶宿舍建筑设计规范曳的相
关强制性要求曰 严格把握非居住
类建筑改建为集中式租赁住房
的条件曰加强运营安全管理遥

此前袁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叶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意见曳袁 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
由政府给予土地尧财税尧金融等
政策支持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袁引导多主体投资尧多渠道供
给袁坚持野谁投资尧谁所有冶袁主要
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尧企事
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尧产业园区
配套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建设袁
适当利用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建设袁 并合理配套商业服务设

施遥 支持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
企业建设和运营管理保障性租
赁住房遥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
卉指出袁今年是租购并举提出的
第 7 年袁随着金融财税政策的落
地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融资方式
走向多元化袁 企业经营负担减
轻袁 未来将形成多主体供给尧多
渠道保障的成熟住房租赁市场袁
能够满足多元化尧品质化的租赁
需求袁各类群体都能够在城市中
住有所居袁安居乐业遥 各类保障
性租赁住房项目面临的障碍有
望突破袁适合新市民尧青年人等
群体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
人员的租赁房源规模扩大袁能够
有效缓解住房租赁市场供给结
构错配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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