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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搭建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国有租赁平台陆续上
线 四大模式搭建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底以来，12 个试

点城市均已上线国有租赁平台，此外，北京

等人口净流入城市也搭建了官方租赁平

台。地方政府搭建的租赁平台主要包括政

府自主建设、国企合作搭建、政银合作和互

联网巨头参建等四种模式。

大多数城市的住房租赁平台由政府自

主建设。“广州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按

市、区、街、社区四级架构搭建运营，具备管

理与服务双重功能。”广州市住建委房屋租

赁管理所所长杨维龙说。

政府与国有企业合作搭建平台的做法

也较为普遍。肇庆市建鑫住房租赁有限公

司是广东省首个专业化住房租赁平台，由

国企与肇庆市政府共建；郑州将在现有国

有投融资平台中，选取1至2家公司增加住

房租赁业务。

去年 11月 1日，由武汉市房管局联合

建设银行打造的“武汉住房租赁交易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佛山市政府与建设银行合

作打造的住房租赁监管及交易平台于去年

11月正式上线。

阿里巴巴、京东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

也参与搭建官方住房租赁平台。去年 9
月，杭州市与阿里巴巴合作打造的住房租

赁监管服务平台正式运行；去年 10月，京

东宣布成为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平

台；12 月，腾讯宣布与深圳市共建新型智

慧住房租赁平台……

房源真实略低于市场
价 多位于主城区

记者体验发现，各地官方平台选房基

本与目前市场上的租赁中介平台相似，但

房源均经过严格的备案评估，信息更加真

实可靠，更可实现直接网上签约，省去了中

介费用及线下签约的时间。

目前各地国有租赁平台上的房源主要

包括国有租赁住房、长租公寓、开发企业自

持房源、中介居间代理房源、个人出租房

源，其中成都平台的房源量较多。

近日，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推

出首批约 2200 余套国有租赁房源。房源

基本位于主城区，从一居到四居都有，有精

装房也有清水房，月租金 470元起。目前

平均每天有40余套住房成交，租约最长为

五年。

其他试点城市也都有“动作”。例如，

“广州智慧阳光租赁平台”备案租赁房屋 3
万多套，放盘房源230套。

价格方面，国有租赁房源普遍低于周

边市场价。如肇庆建鑫公司房源租金为

22至25元每平方米，首批房源租金在1800
至2700元之间，略低于市场价。

各地目前已上线的租赁房源主要以主

城区和交通便捷的地区为主，配套普遍较

好。如武汉平台的房源基本位于轨道交通

沿线和新市民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区、开发

区、工业园区等。

平台房源仍较少 需多
渠道筹集

记者调查发现，国有租赁平台建设虽然

取得一些进展，但由于各地平台刚刚上线运

行，房源供应仍以国有租赁房源为主，且数

量相对较少，难以满足租客的多层次需求。

“政府新建租赁房源从拿地到入市，快

则一年，慢则 3年，建设周期较长，形成供

给尚需时日。”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

说。

此外，绝大多数租赁房源分散掌握在

普通市民手中，因此，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

市场总监李国政建议，各地租赁平台应加

强与长租企业和个人的合作，将分散于民

间的住房租赁房源集中统筹分配。

记者了解到，未来各地将多措并举增

加租赁房源。例如，郑州要求，租赁平台要

通过新建、购买或者长期租赁市场内闲置

低效地产等方式筹集房源，开展租赁住房、

青年人才公寓的建设和运营；开展住房租

赁托管服务，吸引个人通过国有平台出租

闲置住房。

成都市正在多渠道盘活城市租赁房源

存量、扩大增量。一是国企新建一批人才

公寓、产业园区配套租赁住房；二是鼓励开

发企业配建租赁住房、住房租赁企业依法

改建存量住房，鼓励房企与住房租赁企业

合作；三是加快政策性保障型公租房建设；

四是盘活市民“存量”住房。

武汉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租赁房源的供给将与产业发展、人才安居、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一

些位于市中心地段的商业用房改成租赁住

宅的项目会陆续上市。

佛山则通过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招拍挂土地配建、商改租、城中村改

造、“三旧”改造等多种方式筹集房源，计

划至 2020 年，全市增加租赁住房 10 万

套。

不过，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璐也指出，相当长时间里，私人业主的可

租赁房源仍将是租赁市场的主体。政府应

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在一些产业园区

和城市新区，公共租赁房源可以发挥“主

导”作用，这样也有利于新的就业人口的导

入。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吴帅帅

春运大幕拉开，手机购票因便利快捷

受到越来越多用户青睐。近日，有消费者

发现，在一些购票 APP 上购买机票时，只

填写一个手机短信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交

易。

这种“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示、无支

付密码”的“三无”购票支付方式，遭不少网

友吐槽“缺乏安全感”。

不用支付密码几秒钟
就被划走上千元

近日，贺女士通过“去哪儿”APP购买

一张从杭州飞往北京的机票。选定航班班

次、填完个人信息后，她用一张储蓄卡付

款。

由于此前该卡并未绑定“去哪儿”，她

按照要求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银行预留

手机号码，之后收到一条 6 位验证码短

信。贺女士认为这只是验证信息，但输入

后惊讶地发现，竟在瞬间被动完成了交易，

第三方平台从银行账户划走了 1000 多元

机票钱。

“支付难道不需要支付密码吗？怎么

能只凭一个短信验证码就直接划款？”贺女

士说，整个过程平台从未提示这是在进行

支付交易，也没有明显提示输入验证码即

为确认支付。

重庆罗先生一个月前在携程网订机票

也遇到类似情况。没有要求输入支付密

码，几千元就被划走了。“我当时就联系银

行和携程。双方回复说有合作，不管金额

大小，直接闪付不用输密码。”

记者致电“去哪儿”客服，对方称，这就

是“去哪儿”网购票的一般流程。不需要支

付密码这件事，属于用户和开户行之间的

事，“我们平台再智能也不可能从银行直接

把钱划走的”。

既然平台号称跟自己没关系，那么是

否是银行的责任呢？记者致电贺女士储

蓄卡发卡行工商银行客服。工作人员表

示，经用户同意，工行网银等支付渠道是

可以开通 300元以下的小额免密支付的，

其他都需要支付密码或者网银密码。“但

是，和第三方平台签订相关协议后，是可

以授权平台通过其他方式验证、完成支付

的。”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现，在支付

界面下方有一行字体非常小、默认自动勾

选的规则。打开后发现，共有 19条细则，

其中第五条规定：“您认可和同意：输入个

人信息进行交易即视为您确认交易和交易

金额并已不可撤销地向系统发出指令，银

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将根据您的指

令从您绑定的银行卡中将您确认的交易资

金划扣给收款人。”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通过银联完成的

认证支付，是手机支付的一种方式。如果

勾选相关选项，即认可、授权可通过一些验

证方式，如通过手机短信等完成认证支付

等。

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如何？记者使

用一部他人的手机，分别登入携程和“去哪

儿”进行购票操作。由于该手机已分别在

两个APP中绑定了银行卡，记者在根本不

知道该卡密码的情况下，仅凭借一条验证

码短信，就顺利购买了一张 500多元的机

票。

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
示、无支付密码，“三无”支
付隐患大

记者发现，“去哪儿”平台的做法并非

个例。在各类投诉平台和网络论坛，对此

类购票APP“免密支付”的吐槽很多，有不

少消费者大倒苦水，称对于无需支付密码

就可完成交易的所谓“授权”毫不知情，因

此被盗刷钱财的屡见不鲜。

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

台曾接到一位上海用户对购票网站“格瓦

拉”的投诉，称其免密支付无醒目提示。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窗口弹出告诉我

是免密支付，没有经过我任何授权。”该用

户称，客服告知这是上海银行“上银快付”

的特征，不需签约不需密码即可支付。但

从消费者角度，即使第三方支付的小额免

密，也应通过窗口提醒、要求授权获得通

过。

在免密支付的问题中，消费者常常在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强行默认勾选授权，

是另一个被诟病的“霸王”做法。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现，尽管其

规则上说明“输入个人信息进行交易即视

为向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发出指

令扣款”，但并未明确告知消费者这个行为

无需输入密码。而且，该授权协议已经被

平台默认勾选。

记者还发现，平台还存在“霸王条款”

嫌疑。“首次绑卡支付后，以后每次使用该

卡支付，视同已经阅读并同意该规则。”这

就意味着，消费者如果首次支付时没有点

开该规则阅读，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

该规则了。

虽然免密支付客观上方便了消费者，

但也增加了被盗刷的风险。杭州市民徐先

生告诉记者，去年 12月，他的手机曾被同

宿舍同事马某盗走，马某利用小额免密支

付功能盗刷了4000余元。

尽快提升快捷支付的
安全性保护

一些提供免密支付的机构称，他们大

多会通过技术手段和业务控制最大限度地

保证支付安全，比如通过反欺诈系统监测

用户的交易行为并对异常交易进行预警，

通过数字证书技术保证交易设备和交易过

程的安全，对商户进行严格筛选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

权根据自己的需求、意向和兴趣，自主选择

自己满意的商品或服务。专家表示，消费

者对支付途径同样有知情权，可以选择是

否进行该途径的支付，商家不能采取较为

隐蔽的方式，直接替消费者勾选“默认”，这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程

学林表示，目前支付方式多样，必须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交易平台有义务引导

消费者进行选择，告知消费者支付风险。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

示，便捷快速的网上支付方式是未来大势

所趋，但目前快捷型支付还有很多问题亟

待解决，包括怎样更好地保障用户隐私、优

化安全系数等，同时还要有兜底方案，完善

补偿机制。 新华社杭州1月15日电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几秒钟就被划走上千元

购票APP“免密支付”风险有多大

12个试点城市上线国有租赁平台
房真价惠但数量偏少

近日，来自四川德阳的

高欣霞在“成都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实名注册后开

始挑选房子。几番比较后，

她看中了一套位于成都高

新区润新花园的一居室，每

月租金1390元，一下子就

签了五年。

“带着孩子经常搬家实

在太不方便了，一直想找一

套合适的房子能够长租、安

定下来。”高欣霞说。

近期，包括成都在内的

全国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

的12个城市国有租赁平台

陆续上线。国有租赁房长啥

样？价格有优惠吗？能不能

长租？带着租房人关注的这

些问题，记者在成都、武汉、

郑州、广州、佛山、肇庆等地

进行了调研。
■新华社记者 郑钧天 徐海

波 周强 李倩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