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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北京今年推动租房与物业管理立法
《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9）》发布

8月2日， 《北京住房和城乡
建 设 发 展 白 皮 书 （ 2019） 》
（以 下简称 《白皮书 》） 正式对
外发布。 《白皮书》 提到， 今年
将以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为
目标， 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需求， 逐步形成符合本市特点、
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调控长效
机制。

遏制炒房保护刚需

《白皮书 》 提出 ， 2018年 ，
本市坚持 “房住不炒” 定位， 深
入贯彻落实房地产调控要求， 遏
制炒房、 保护刚需。 大力增加住
房供应， 满足普通居民家庭购房
需求。

2018年， 全市住宅施工、 新
开工、 竣工面积全面增长， 施工
面积5877.1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6.7%， 新开工面积1233.6万平方
米 ，同 比 增 长 0.6% ，竣 工 面 积
731.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1.1%。
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上市984.1万
平方米，同比分别增加87.9%。 全
市商品住房成交19.8万套， 同比
增加11.9%。其中 ， 新建商品住
房签约 4.6万套， 同比增加7.0%；
二手住房网签15.2万套， 同比增
加 13.4% 。 二手住房与新建商
品住房销售套数之比由2017年的
3.1:1提高至2018年的3.3:1。

购房审核缩短至1个工作日

《白皮书 》 提到 ， 2018年 ，
本市推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审批制度改革， 审批流程更加优
化， 审批环节更加精简， 审批时
限有效压缩 。 发挥属地管理优
势， 施工许可审批业务90%下放
至区级办理。 推出施工许可证电
子证照、 建设工程企业电子资质
证书， 实现外省市企业进京备案
全程电子化办理。

全面推行电子化招投标 ，
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 全年
直接为投标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约
6.9亿元 。 对非必须招标的社会
投资项目直接办理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 推行社会投资建设项目
联合验收。 优化资质许可流程，
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审
批试点。 简化房屋交易流程， 缩
短购房资格审核时限至1个工作
日， 取消房源核验和强制存量房
资金监管， 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的服务。

今年， 本市聚焦施工许可、
联合验收、 招标投标、 安全质量
监督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等领
域， 再推出一批短小精悍、 务实
管用的改革举措。 落实全市 “放
管服 ” 改革要求 ， 着力 “减事
项” “减证明” “减环节” “减
材料”。 推行信息共享、 资料复
用、 告知承诺制等， 在材料已经
减少40%的基础上， 进一步精简
到60%以上。 进一步提升政务服
务品质， 推行 “一门” “一窗”
“一网”， 推动 “网上办” 向 “掌
上办、 自助办、 智能办” 延伸。
进一步方便外省市来京企业备
案， 优化备案流程， 压缩办事环
节， 减少信息填报， 实现全程网
上办理。

起草 《北京市物业管理
条例》（草案）

2018年， 本市有序推进老旧
小区综合治理， 大力推进老楼加
装电梯， 全年开展100个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 加装电梯开工990
部， 完工投入使用378部 ， 初步
形成以精治共治法治为引领的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新模式。

加强直管公房规范管理。 提
升物业管理行业服务水平， 推进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列入立
法计划， 加强物业服务企业信用
信息管理， 提高行业诚信经营意
识。 下大力气拆除影响人民群众
生活、 城市整体发展的违法违规
建筑， 治理开墙打洞、 群租、 乱
用地下空间等存在安全隐患的行
为。

《白皮书 》 提到 ， 2019年 ，
本市将开展普通地下室综合整
治 ， 实时保持散租住人动态清
零， 研究清空后普通地下室再利

用的政策和办法， 完善普通地下
室长效管理机制。 继续推进 “疏
解整治促提升”， 做好群租房和
出租大院综合治理。 推进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 ， 完善整治资金模
式， 出台资金补助政策， 推动建
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加强物业管理法制建设 ， 起草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 （草
案）， 推动物业管理立法取得实
质性进展。

预防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去年， 本市加强建筑市场规
范引导， 完善造价管理政策法规
体系， 加强评标专家和招标代理
机构管理。 全面实行以银行保函
方式建立工资保证金， 进一步预
防和治理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

不断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加
强对建筑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
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推动京津冀建筑市场一体化， 在
建筑市场监管、 计价体系、 新型
墙体材料发展政策等方面率先实
现突破。 积极推进建筑节能， 混
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管理水平显
著提升 ， 绿色建材 、 装配式建
筑、 绿色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
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 绿色
农宅、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等加快发展， 全领域全过程绿
色化水平不断提高。

《白皮书》 提到， 今年， 本
市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
信用管理 ， 印发实施 《北京市
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 管理暂
行办法》， 开展信用评价， 发挥
行业自律。 修改施工合同管理办
法等文件 ， 实行合同信息报送
制， 利用住建部 “四库一平台”
业绩信息与资质审批的关联作
用， 采取自愿原则， 鼓励施工总
承包、 专业承包企业通过网络报
送施工合同信息， 解决废除施工
合同备案后建筑市场监管缺乏基
础数据和重要依据的问题。

强化过程监管， 针对取消建
设资金到位证明以及放开社会投

资项目招投标的新形势， 充分运
用信用信息公示、 失信惩戒等手
段， 规范工程款支付行为。 研究
分类监管， 重点加强对社会投资
项目的监管， 防范和化解劳务费
及农民工工资拖欠风险。

将竣工各类政策性住房
7万套

2018年， 全市各类保障性住
房 （含共有产权住房） 完成投资
1227.2亿元，同比增长44.1%，其中
公共租赁住房完成59.5亿元 ，定
向安置房完成611.1亿元，共有产
权住房完成464亿元。保障房全年
新开工5.45万套，完成5万套目标
任务的110%， 其中公租房1.1万
套、 安置房4.35万套； 竣工5.4万
套。 棚户区全年改造3.43万户，完
成2.36万户任务的146%， 其中远
郊区改造完成1.06万户， 完成全
年任务的128%。 2017年确定的39
个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项目，
已开工12个项目， 可提供房源约
1.2万套。

去年全年各类保障性住房
新增申请4.8万户，通过审核备案
3.69万户 ， 同比分别减少 27% 、
19%；其中公租房实物申请3.68万
户、通过审核备案3.85万户，同比
分别减少27%、15%。 全年公租房
分配3.23万套 （户 ），其中实物房
源2.66万套， 新增发放市场租房
补贴 0.57万户 ，完成分配 1.5万
套 （户 ） 重要民生实事任务的
215%。 年内，公租房补贴发放2.3
万户、2.95亿元 ， 累计发放2.8万
户、8.38亿元；市场租房补贴发放
1.91万户、2.14亿元 ， 累计发放
5.53万户 、16.65亿元。 截至12月
底， 全市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共53
个 、房源约5.3万套 ；其中启动网
申项目共31个、可提供房源3.3万
套；年内共有26个项目启动网申，
可提供房源2.9万套。

《白皮书 》 提到 ， 2019年 ，
本市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政策
体系 ， 加大政策性住房供应力
度， 多渠道建设筹集租赁住房5
万套 （间）、 政策性产权住房6万

套、 竣工各类政策性住房7万套，
完成棚户区改造1.15万户； 优化
审核分配机制， 提升监管服务水
平， 规范管理棚户区改造， 加强
老城整体保护， 推进直管公房申
请式退租、 恢复性修建。

调整市场租房补贴政策， 扩
大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鼓
励符合条件的家庭通过市场解决
租 房 问 题 。 完 善 市 场 租 房 补
贴 机 制 ， 加强补贴申请 、 审核
及发放管理， 逐步纳入住房租赁
监管平台租赁登记备案管理。 健
全共有产权住房相关配套政策，
科学制定价格评估、 代持机构管
理等规定 ， 各区应完善项目申
购、 摇号、 签约细则。 落实人才
住房支持政策， 各区要加快制定
本区人才住房实施细则。 以配租
公共租赁住房为主， 配售共有产
权住房 、 发放人才租房补贴为
辅， 按照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的
原则， 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住
房支持。

推动 《北京市住房租赁
条例》立法

《白皮书》 提到， 今年， 本
市将健全住房租赁体制机制， 发
展规范房屋租赁管理机构， 完善
房屋租赁政策法规， 发布住房租
赁合同等系列示范文本， 研究制
定进一步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的政
策措施， 继续推动 《北京市住房
租赁条例》 立法工作。

多渠道增加租赁房源供应，
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开展规模化经
营 ， 促进长期租赁市场稳健成
长， 加快推进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建设和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改
建。 完善住房租赁监管和服务平
台， 不断提高住房租赁登记备案
率。 加大对房地产中介机构、 住
房租赁企业和信息发布平台等市
场主体的监管力度， 规范租赁服
务行为， 完善服务标准， 提升服
务水平； 推动建立住房租赁公益
律师队伍， 完善多渠道租赁纠纷
调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