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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版
“租售同权”
广州是我国第一个实施租售同权
的城市，那我们先以广州为例，看看这
次租售同权的政策导向到底如何？
广州市政府官网发布了一个通
知——《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
1、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
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
同权。
2、职工提供房屋租赁备案证明和
发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月提取最高
限额由原来的不超过上年度本市职工
月平均工资 2 倍的 30%，提高至不超过
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2 倍的
40%。
3、落实营改增关于住房租赁的有
关政策，对个人出租住房的，由按照 5%
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缴纳增值税；对
个人出租住房月收入不超过 3 万元的，
2017 年底之前可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
税政策。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
造成租赁住房。
4、允许出租人按照国家和地方的
住宅设计规范改造住房后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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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刚出台，
落地需等待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江西省最近出台“租售同权”政策，何为租售同
权？从文件内容来看，只要符合条件的租房人，未来
可以与业主一样，享有相同的教育、医疗、就业等资
源，其子女也享有同等就近入学的权利。这是否意
味着只要在同一片学区，不管你是买房还是租房都
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记者从市房产部门了解到，
因为省里刚出台“租售同权”新政策不久，九江落地
尚需时间，目前各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对实际情况进
行调研和细化分析。

“权”
包含哪些内容？
“租售同权”中的“权”大体包含哪些
内容，
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
7 月 18 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公安
部等 9 部委发布的文件《关于在人口净流
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
通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是：
“ 推进部门
间信息共享，承租人可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凭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等有关证
明 材 料 申 领 居 住 证 ，享 受 相 关 公 共 服
务。
”
可见，9 部委文件并没有明确指出租
售同权的“权”包含哪些权利，只是笼而
统之地称之为
“相关公共服务”
。
更 进 一 步 讲 ，江 西 省 发 布“ 租 售 同
权”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保障承租人享受
同等公共服务权利。有本地户籍或已申
领居住证，并且以租赁住房为唯一居所
的房屋承租人，享有就业、教育、医疗卫
生、计划生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权
益和便利。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制定房
屋承租人享受以上公共服务、权益和便
利的实施细则；可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加大住房公积金对租赁
住房的支持力度。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

房公积金满 3 个月，本人及配偶在缴存城
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含公共租赁
住房）的，可按规定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确保租赁房屋安全健康，
保障承租人健康安全居住。加强租赁住
房家具、家装环保监督、燃气消防安全管
理，确保租赁住房室内环保、安全，达到
居住标准；
房屋出租人不得单方提高租金
标准，
保护承租人的稳定居住权。租赁合
同期限内，
房屋出租人不得单方提高租金
标准，不得随意克扣押金，无正当理由不
得解除合同。依法规范租期和租金，
保障
承租人长期、稳定的居住权益；未经出租
人同意不得转租，
保护出租人权益。承租
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包括交纳房
租，自觉缴纳水、电、气等费用，爱护房屋
内家具、
电器等设施设备等。
其中提出，有本地户籍或已申领居
住证，并且以租赁住房为唯一居所的房
屋承租人，享有就业、教育、医疗卫生、计
划生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权益和便
利，并且我省还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进一步加快推进我省住房租赁市场的发
展，
改善全省居民住房条件。

学区房失去价值了吗？

政策的出台，平地一声雷，这正是因
为这项政策关系到九江市民切身的教
育、医疗、就业等问题。老百姓对此纷纷
展开热议。
“这真是太好了，九江学区房贵则上
万，有的房子又老又破，但是因为是学
区，卖得比新房子还要贵。”
“这样可以限
制炒房，为了限制炒房，我们政府真的出
了大力气了。
”
而有的人则不这么看，在房屋中介
工作了多年的钟敏说，
“这个租房肯定水
涨船高，需求旺盛的学区租房也会成为
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是稀缺，必
然带来高溢价，不体现为高房价，就会体
现为高房租。打个比方，某重点学校周
边学区房实行 100%‘租购同权’，那么抢

房的热情会受到打击，但是获取教育资
源的欲望刺激下，租房市场又会被热炒，
巨大的需求也会是租金蹭蹭蹭地上涨。
”
但是更多的人是持观望态度，
“我在
教育部门工作多年，这个还是要看地方
细则的出台，外地有的地方此前施行的
‘租售同权’政策中，就对重点热门学校
的入学资格有详细规定，比如北京就要
求先满足拥有房产户籍的学生，有余力
再给租房的。
”
从大家的热议中不难看出，许多人
对于“租售同权”中规定的教育权利十分
感兴趣：那是否意味着到时候在学区内
租房就能享有同样的教育的资源呢？
有关学区“租售同权”各种观点不外
乎两种，一种观点是房价就此崩盘，学区
房没有意义了，支撑高房价最坚挺的“碉
堡”被端掉，加之租房也能享受各种权
利，房价会大幅下跌；另一种观点就是既
然租房也能上好学校，那么学区房的租
金自然会大幅上涨，租金回报率大幅提
升，导致学区内的卖房者减少，间接推动
房价上涨。
学区房的背后，是宝贵的教育资源，
大家都想要的优质资源，现实的情况却
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供应不足。

对房地产影响几何？
长江周刊记者从市房产部门了解
到，虽然九江地方细则尚未出台，目前房
产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正在梳理相关
程序，但是可以预见，一旦“租售同权”在
某一城市全面落地，势必将对当地房地
产市场、
住房租赁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
“ 租售同权”和住房租赁市场
的发展，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
房地产交易市场产生影响。
一方面，国家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将显著提高住房的总体供应量。如
《北京市 2017~2021 年及 2017 年度住宅
用地供应计划》，明确未来五年内全市计
划供应租赁住房 1300 公顷，其中 2017 年
供应租赁住房 227 公顷。上海市也在加
大对租赁住房的供地力度，其他住建部
选定的广州、深圳、厦门、南京等 12 个试
点城市也都有加大租赁住房的供地计
划。而在江西省发布的文件中看，未来
也将大力发展租赁房产。
文件内容显示，鼓励建设合理规模
的租赁住房。住房供应紧张的市、县制
定新建租赁住房计划，将租赁住房用地
供应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或在新建
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租赁住房，多渠道
增加新建租赁住房供应；允许将现有住
房按照国家和地方的住宅设计相关规范
改造为住宅出租，改建后的房屋应符合
安全、
消防、
卫生、
节能等相关要求。
另一方面，
“ 租售同权”将较大程度
上削减部分居民购买产权房的紧迫性。
对于房价而言，
“ 租售同权”无疑将对整
体房价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因“学区
房”虚涨的部分存在一定的回落风险。
其次，
“ 租售同权”和机构化住房租赁企
业的发展，也将可能对房租形成较大的
上涨压力。
而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租售同权”
是否真能做到教育、卫生、社保等资源
“同权”，九江房产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
“ 这不是房产部门可以说了算，涉及
部门太多，目前各部门也都在就这一政
策落地进行调研和出谋划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