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类广告折射房屋租赁市场“遇冷”

连续两天，本报对某房地产
企业为招揽房客，在居民小区张
贴“离婚协议”的另类广告报道
后，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某
置业公司负责人赵先生说，房租
与房价是一个轮动关系，近期随
着购房热的“降温”，租房市场也
趋于理性，一些前期广揽房源的
房屋中介企业面对租房者减少
的状况，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把
房子租出去，因而就会出现“离
婚协议”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另
类广告，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房
屋租赁市场的“遇冷”现象。

调查显示，今年5月，西安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1%，已连续 15个月涨幅超过
10%。从环比看，5月份，西安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1.6%，已
连续2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与高
企的住宅销售价格相比，房屋租赁
价格涨幅相对偏低，今年1—5月，
西安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累计
同比上涨11.2%，房屋租赁价格累
计上涨0.9%，涨幅低于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10.3个百分点。进
入8月份以后，房屋租赁价格明显
下滑，租房者减少，房屋租赁市场

当前处于一种疲软的境地。
根据西安市房管局“2018年

度西安市主城区及长安区纯新
商品住宅（含公寓）上市供应计
划”，10 月份将有 58 个楼盘推
出，共计上市房源 19933套，相
较 9月 77个楼盘 26745套房源
有一定程度减少。但从近期的
开盘和登记看，市场已经出现了
冷热不均的现象，这与9月份的
高供应密不可分。10月份虽相
较上月有回落，但从全年来看，
供应相对比较充足，房屋租赁市
场将随之趋于“降温”。

另类租房广告太“辣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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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
前，西安房屋租赁市场主要方
式有五种，一是传统租赁，通过
房产中介公司门店或网上租房
平台发布房源，像58同城、安居
客、贝壳等，租房者可在门店和
网上交易平台选择所需住房；
二是“互联网+房管+金融”的人
才安居和住房租赁模式。因其
可办理贷款，能解决租住户一
次性付款难的压力，还能享受
付款有折扣的优惠，受到租户
认可。三是以房地产企业建立

的规模化租赁模式；四是隐形
租赁，就是不通过中介公司或
网上租赁平台，而是经朋友或
熟人介绍进行的租赁交易。五
是住宅小区自身物业服务公司
开展的租房业务。像一些大
型、成熟社区，物业公司在做好
物业服务保障工作的同时,按业
主需要，提供房屋租售信息。
这些多样化的租赁渠道，一定
程度上使房屋中介企业的生意
受到影响。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嘹亮
的号声，激发了昂扬的斗志；清脆的
鼓声，敲响了童年的乐章。昨日上
午，陕西省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69周年暨西安市少先队鼓号展演活
动在西安高新第四小学举行。

此次纪念活动的主题为“争做
新时代好队员——集结在星星火炬
下旗帜下”。来自全市的17支鼓号
队、1370名少先队员以鼓号展演的
形式，用少先队崇高的礼仪，展示了

青少年面向“新时代”勃发的英姿，
以铿锵的鼓声，嘹亮的号声，来庆祝
少先队员自己的节日——中国少年
先锋队建队69周年。各代表队不仅
表演了少先队鼓号队常规单元组
合，还通过美观流畅、主题鲜明、寓
意深刻、新颖独特的队形队列变化，
突出各自特色，表达少先队员们“立
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
国”的成长愿望，演绎了一场精彩纷
呈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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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毅伟）10月 10
日晚，一名被狗严重咬伤头部的儿童
紧急转入西安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
美容外科救治，来时患儿的头皮被狗
严重撕裂，伤情紧急。让人感到意外
的是咬伤孩子的狗不是野狗或流浪
狗，而是小男孩自家的牧羊犬。

小男孩刚刚（化名）今年7岁，陕
西蒲城人。10月10日下午，男孩放
学回家后，到地里找干农活的爷爷奶
奶，不慎被自家牧羊犬扑倒撕咬。爷
爷听到孩子哭喊后和家人赶来将狗
撵走，在当地医院对伤口冲洗后，又
立即赶到了西安市中心医院。

自己家养的牧羊犬为何会咬伤
小主人？据家属说，当时他们家的牧
羊犬正在和别的狗咬斗，可能性情急
躁，就咬伤了小男孩。

在当地医院冲洗伤口后，经过四
小时车程，赶到了西安市中心医院，
经过急诊和烧伤整形科医生通力合
作，在昨天凌晨给孩子做了清创和狂

犬病免疫球蛋白注射，目前小男孩病
情平稳，已过危险期。

西安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美容
外科专家提醒，不要轻易招惹动物，
不要打扰在进食、睡觉或看护幼崽的
动物；不要向动物扔石子或棍子；不
要靠近拴着的狗或栅栏后面的狗；不
要快速地跑近或靠近狗。如果遇到
疯狗追赶，最好不要突然转身或跑
开，不要直接瞪视狗眼睛，静止不动
或放缓动作可以减少被狗攻击的可
能。可以尝试眼睛盯住地面，然后缓
慢向后移动，逐渐离开。如果遇到疯
狗攻击，则要将身体蜷起，保护头部、
面部。大家千万不要与宠物过分亲
近，宠物烦躁不安时，尽量不要用手
去抚慰它。猫狗在生理期和怀孕期
间也很容易伤人，要尽量与其保持距
离。提醒养狗的市民，要正规养犬，
定时注射狂犬疫苗，遛狗时请拴好，
远离人群，尤其是小朋友，让这样的
悲剧不再上演。

牧羊犬咬伤小主人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昨日，为
期两天的“首届西安丝路教育装备发
展高峰论坛”在古城西安开幕。

“提升改进创新学校教学手段，
是西安提升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方面，今后西安基础教育的教育装
备不仅是在理化生教学实验手段上
的提升，将是覆盖中小学全科全课程
的，它代表一个城市教育的现代化水
平，”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姜建春在讲
话中明确表示。

在新装备展示现场，国内多地的
众多厂商展示的“智慧课堂”系统，彻
底颠覆了传统的“粉笔+黑板”的教学
模式，基于网络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系
统的“智慧课堂”，老师不仅使用光电
笔在平台电子屏幕上书写出漂亮的板
书、作图，而且可以随意点击系统按

钮，按照教学需要使用多媒体视频、图
片、文字资源课件，向学生进行教学，
还可以通过系统的互动功能，随时检
阅课堂教学效果。系统通过大数据手
段，对每个孩子课堂表现的数据进行
了解，通过后台就可以看到学生在一
个阶段接受和掌握知识的情况，以备
老师为学生拾遗补缺。据介绍，相关
系统还可以通过大学区平台进行实时
链接，可以实现学校间和学校与家庭
间的课程资源的共享，就是在严重雾
霾天等不能到校上课的情况下，孩子
们也能通过平台听老师同步讲课，完
成相关作业。家长还可以通过系统，
了解到孩子们完成作业的情况，将传
统的家长群也融入其中。有关部门介
绍，类似这样的智慧课堂，已经在西安
市大学南路小学等开始使用。

首届西安丝路教育装备发展高峰论坛开幕
老师“黑板+粉笔时代”或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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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充足房价下滑
另类广告折射房屋租赁市场“遇冷”

“房租与房价是一
个轮动关系，另类广告
折射出来的是一种房屋
租赁市场的‘遇冷’现
象。”昨日，针对业内人
士赵先生的观点，记者
走访了西安市5家房屋
中介公司，发现目前西
安房源充足，房租价格
普遍较 8 月份有所下
滑，租房者明显减少。

昨日，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安
市内5家规模较大的房屋中介公
司，发现当前租房需求明显下降，
房屋租赁价格涨幅依旧低于销售
价格的涨幅，租房者以年轻人为
主。市场房源供需不平衡、房租
回报率偏低等问题影响房屋租赁
市场健康运行。从租房面积看，
90—120平方米的房屋租赁成交
量最大，约占总成交量的33.1%；
其次是70—90平方米的住房，二
者成交量约占总成交量的六成以
上。从租赁价格看，1200元—
1600元成交量最大，约占总成交
量的42.9%；1600元—2000元和
2000元—3000元的分别约占总
成交量的24.5%和19.7%。

在小寨一家房屋出租中介
公司，一位女负责人说，南郊大专
院校云集，文化氛围浓厚，日常休
闲、娱乐活动场所较为齐全，衣食
住行生活便捷，尤其受到租赁者
青睐，特别是在小寨商圈和地铁
口附近，一直是租房热点，从去年
12月份以来，租赁一套60平方米
左右的住宅房，价格在1800元左
右。但进入今年9月底以后，突
然出现了“拐点”，虽然不断有人
咨询，成交量却明显在下滑，房租
也下降了150元—200元。

建国路一家房屋出租中介
公司门前摆放的两块牌子上密
密麻麻写着房源信息，以大差市
周边80平方米的住宅（简装、双

气、热水、空调、家具等）为例，月
租金为1300元—1600元。该处
一位男负责人说，“近期闲置的
房子越来越多，租金也在不断下
降。像80平方米的住宅，8月份
以前的出租价格至少在 1700
元，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估计价
格还会下跌。”

友谊东路一家置业公司负
责人说，从租房者需求意向看，对
部分学生家庭来说，需求意愿强
烈，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
基本设施齐全，小区环境较好，租
房价格在2200元左右，特别是在
四五月份，一些名校周边出现了

“一房难求”现象。而近期，这些
区域的房价普遍有所降低。

西安租房需求出现“拐点”

密密麻麻的出租房屋信息

多样化租赁渠道影响房屋中介生意

房屋租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