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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下月起全面推行使用，明确规定———

合同期内房租不得随意涨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近日，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和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

布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

称，自 9

月 1 日起，全面推行使用《广东省住

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该示范文本

规定，租赁合同期内，甲方

（即房东）

不得单独上调房屋租金。 通知要求，

各园区、镇

（街 ）

要推行房屋租赁信

息化管理， 切实做好房屋租赁基本

信息登记工作。

出租人不得单独上涨租金

《广东省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

本》规定，租赁合同期内，甲方不得

单独上调房屋租金。 在租赁合同期

内出售租赁房屋的， 承租人继续占

有使用租赁房屋的权利不受影响，

合同期满后由买受人与乙方自行决

定是否继续签订租赁合同。 另外，其

明确了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 承租

人不得擅自将房屋转租。 出租人同

意转租的， 转租后因第三人对房屋

造成损失的， 由承租人负责赔偿出

租人损失。

《通知》指出，《广东省住房租赁

合同示范文本》自 2019 年 9 月 1 日

起全面推行使用， 供住房租赁当事

人订立合同时使用。 各住房租赁企

业、 房地产中介机构在开展住房租

赁业务时应当提供本示范文本，供

当事人阅读。 本示范文本的电子版，

可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市场监

管局门户网站下载。

签订合同 30日内要登记备案

《通知》还指出，要强化房屋租

赁登记备案。 各园区、镇

（街）

要推行

房屋租赁信息化管理， 切实做好房

屋租赁基本信息登记工作。 住房租

赁当事人应当自签订或变更住房租

赁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到房屋所在

地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

（住房租赁

主管部门）

窗口或在东莞市房屋租

赁监管服务平台办理租赁登记备案

手续。

对住房租赁企业、 房地产中介

机构未按规定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

签备案或伪造编造住房租赁交易信

息的， 视情节轻重采取暂停合同网

签备案功能、 风险提示、 列入黑名

单、 公开曝光等措施进行惩

处。对住房租赁当事人未按规

定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

根据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另外，《通知》提出要切实

压实各出租屋屋主租赁安全

主体责任，严禁出租房屋使用

不合格燃气器具。各出租屋屋

主要认真排查出租房屋的燃

气安全隐患， 发现问题的，要

立即整改。出租人与承租人应

在《示范文本》第十三条“双方

约定其他事项”， 明确租赁房

屋内燃气设施和器具的安全

使用管理责任， 严格落实把

“严禁使用不合格燃气器具”

列入出租屋租赁必备安全条

件之一。

日前， 由东莞恒大翡翠华庭项目主办的

“行者翡翠 用脚步丈量城市梦想” 城市挑战赛

在东莞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从东莞市博览馆出

发，一路骑行或驱车至望牛墩，吸引了近百名

市民参与。

当天活动分为“乐在骑中行”和“驰骋两地

间”两个环节，骑行队伍和自驾车队分别从东

莞市展览馆出发，前往至望牛墩的恒大翡翠华

庭，总路程约 13 公里。 抵达恒大翡翠华庭后，

主办方还举办了主题圆桌会议，分享目前楼市

现状及购房建议。

据悉， 恒大翡翠华庭总占地面积约 9.6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7.8 万平方米，目前在

售建面约 121~140 平方米带装修园景四房。 项

目距离东莞西站约 5 公里，汇聚穗莞深（

预计

9

月底通车

）、莞惠、佛莞（

在建

）以及东莞轨道 1

号线，且广深高速等多条主干道环绕，可轻松

畅达东莞城区。

记者另悉，“行者翡翠 用脚步丈量城市梦

想” 步步精心测徒步活动将于明日下午举行，

沿着绿道前行，全程约 13 公里，现场有千元大

奖。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日前， 根据东莞市南城城市

更新办公室发布的 《南城街道周

溪社区诺基亚厂房新型产业类更

新单元划定方案批后公告》， 南城

街道周溪社区诺基亚厂房新型产

业类更新单元划定方案已经市批

复同意。 规划将拓宽五环路、 新

增规划路和建设一处面积为 8987

平方米的城市绿地等。 规划还提

出， 本单元位于东莞商务中心，

是东莞中心城区综合功能发展轴

上的重要节点。

据了解， 南城街道周溪社区诺

基亚新型产业类更新单元东至宏六

路、南至规划路，西至宏图路，北至

五环路， 更新单元面积为 9.91 公

顷，需拆除重建区面积 8.3 公顷。 此

单元更新方向为新型产业功能，建

筑总量 29.58 万平方米， 均为新型

产业用房。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简讯

南城诺基亚地块将迎来新规划

为进一步强化生产安全事故

预防与控制， 莞城应急管理分局、

住建局及城管分局日前联合开展

了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行动。 各

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别制定工作

方案，进一步加强执法，包括加大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全面排查办理报建手续的房屋建

筑市政工程项目等。 另外，以楼顶

户外广告为重点对象，着力排查安

全隐患， 开展楼顶搭建物专项排

查，严查严控违法建筑等，有效遏

制高处坠落多发频发的势头。

莞城相关负责人表示，莞城一

直在积极推进预防高处坠落事故

专项整治工作，接下来各部门将继

续严格执行相关要求，重点解决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防护

措施不到位、施工作业行为不规范

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高处坠落事

故的发生。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城宣

莞城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工作

8月20日，东莞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

明确委托下放功能区市级事权有关事项

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

市住建局已将施工许可等18个市一级事

权委托下放至功能区管理机构东莞松山

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东莞

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功能区

管理机构根据赋权，负责功能区建设工程

项目全流程管理等职责。

即日起，市住建局办事窗口不再受理

功能区内各镇新报建项目的业务申请。 对

于市住建局已介入质量安全监督的项目，

其后续相关业务申请东莞市住建局仍继

续受理。 此外，新上网发布招标公告的市

级监督房建市政工程，属于功能区统筹的

项目，其招投标活动由功能区管理机构实

施监督。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在东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办理项目登记时，需根据项

目属地功能区正确填选该项目招投标监

管部门。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松山湖、水乡功能区接下18个市级事权

记者近日获悉，位于黄旗山板块的海

德·琥珀台营销中心将于本周日

（

8

月

25

日）

开放。当天上午10点，知名香港堪舆学

家麦玲玲将带来一场主题讲座，为嘉宾深

入讲解建筑风水以及在居家中对风水玄

学的运用。 同时，8月25日~26日，海德·琥

珀台还将举办卡地亚珠宝展，展出几十件

国际知名珠宝品牌卡地亚典藏的珍品。

据悉，海德集团成立于2000年，是珠

三角地区领先的城市运营商。在东莞相继

打造了第一国际、海德广场、海德骏园等

系列标杆项目。 海德·琥珀台是海德集团

2019年倾力呈现的品质大宅。 项目位于黄

旗山板块，地处东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

及莞惠城轨的三轨圈中，离一号线新源路

站、东城南站不到1公里。

海德·琥珀台占地约5万平方米，总建

面约27万平方米。 小区由7栋高层住宅、2

栋高端写字楼及街区商业组成，现代都会

建筑风格与新亚洲现代简约园林风格完

美结合的设计理念，打造黄旗南标杆性建

筑群。 项目现推出的产品为建筑面积约

95~143平方米高规格三至四房。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海德·琥珀台营销中心本周日开放

“行者翡翠 用脚步丈量

城市梦想”城市挑战赛举行

《广东省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下月起全面推行使用（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