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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租房屋需谨慎 引发纠纷要担责

□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在日常的二手房租赁案例中，不少租

客会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结束租赁期，

为了不损失押金，往往会将房子转租。 不

过， 这种转租行为一不留意就会引发纠

纷。 有法律人士表示，原租户在房屋转租

前应取得业主书面同意，而中介公司也应

主动向业主核实是否同意转租。 新租户要

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 建立租赁关系，保

障双方利益。

旧租客转租后 新租客遭遇难题

2018 年 6 月， 刚毕业的黄先生在越

秀区找到工作， 并在单位附近租了套房

子， 跟业主签了 2 年的租约， 支付“两

押一租”。 今年 6 月， 黄先生从原来的单

位辞职， 准备 7 月份入职白云区某公司。

由于新公司跟居住的地方相距较远， 每

天的通勤时间都超过了 2 小时。 黄先生

考虑在新公司附近租房子， 但现在居住

的房子合同还有一年租期， 按照合同约

定， 提前终止合同， 业主将没收两个月

押金作为违约金。 于是他找到某中介公

司经纪人小陈帮其寻找新租户， 将房屋

转租。

在附近上班的李小姐，也正通过中介

公司，在寻找合适的出租房。 在经纪人小

陈的推荐下，她看中了这套房子。 于是，在

小陈的促成下，李小姐跟黄先生签订了租

赁合同，并将“两押一租”交给了黄先生，

并支付了半个月的租金的中介费。

黄先生在收到钱后便搬离了原出租

房。 李小姐搬入出租屋后发现房子的下水

道堵塞，于是联系了业主。 但是，业主对于

黄先生转租的行为并不知情。 在得知李小

姐已经将“两押一租”给了黄先生，业主对

于中介公司未审核出租人身份信息，未经

其同意提供转租服务表示不满，要求中介

公司赔偿损失。

转租前应取得业主书面同意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表示， 案例

中，中介公司经纪人小陈未审核黄先生对

房屋的处分权，为其提供转租服务，损害

了业主及李小姐的利益。

根据《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房地产中介服务

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提供房屋交易服务时，

应当依法查验以下事项并书面告知当事

人：（三）出售、出租房屋的当事人对房屋

的处分权；” 及第四十八条：“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未按规定查

验、告知、提示规定事项，为违反法律和政

策的房屋交易提供中介服务， 或者唆使、

怂恿、参与、协助当事人违反法律和政策

的房屋交易行为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

执业人员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并处吊销地产

中介执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同时提请原

注册机构取消注册。 ”

有法律人士提醒，中介公司在接受出

售人或出租人放盘时，应按规定要求当事

人提供“两证一委”，核实房屋产权及当事

人处分权，并如实告知买受人或承租人房

屋相关情况。 如黄先生需将其承租的房屋

转租，应取得业主书面同意，公司应主动

向业主核实是否同意转租后，新租户应与

业主签订租赁合同，建立租赁关系，保障

双方利益。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莎琳）

日前， 增城朱村板块迎来一宗

宅地出让， 该地块为朱村街朱

村站北 83003200A19027 号地

块， 在朱村站西北角约 150 米

处。 经 24 轮竞拍，该地块被大

华集团以 14.74 亿元的总价收

入囊中， 折合楼面价 13034 元/

平方米。

交通便捷但缺乏大型商业

从区位条件来看， 地块位

于地铁 21 号线朱村站以北，交

通便捷。 出门即是广汕公路，距

离朱村站大约 200 米距离，年

底 21 号线全线通车后可直达

天河， 既能满足自驾亦能享受

到方便的公共交通。

生活配套方面， 地块周边

缺乏大型商业广场， 不过可享

朱村镇中心配套， 周边基本商

业丰富，肉菜市场、酒楼、杂货

店一应俱全。 再加上地块西面

靠近朱村旧改项目， 南面有横

塱

村旧改项目，未来商业、教育

等配套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

除此之外， 地块需同步配

建 9 班幼儿园、文化活动站、垃

圾收集站等公共配套， 未来能

满足社区儿童的入读需求。

整体来看， 该地块体量较

大，周边配套设施成熟，路网发

达，交通便捷，再加上有朱村、

横

塱

村两大旧改环绕， 未来对

于改善区内居住环境起到一定

作用。

周边居住氛围浓厚

目前， 地块现状为废弃的

旧厂房仓库， 土地平整， 主要

出入口位于南侧的广汕公路

旁 ， 地块东侧与北侧均为农

田。 朱村站东侧、 广汕公路两

边的地块现状基本与本次出让

地块相似， 均为厂房和临时仓

库。

楼市方面， 地块周边亦已

聚拢了较多的楼盘。 融创御园、

西福蓝湾等二手次新房售价参

考区间为 1.5 万~1.9 万元/平方

米，居住氛围浓厚。 一手项目则

集中在凤岗、朱村站周边，有科

慧花园、保利东湾、西福蓝湾等

盘，报价在 1.9 万~2.45 万元/平

方米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以来

增城土拍频频遇冷。 据房地产

大数据应用服务商克而瑞统计

数据，截至今年 10 月 8 日，增城

累计挂出 19 宗经营性用地，除

去未成交 3 宗地块外，有 1 宗地

块撤牌、2 宗地块流标， 平均溢

价率低至 2.5%。

大华集团14.74亿

竞得朱村宅地

黄埔区住建“质量月”观摩活动在龙湖首开云峰原著开展

质量是住宅的根本。 近日， 2019

年黄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质量

月” 现场观摩交流会在黄埔区龙湖首

开云峰原著项目现场举行。

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中心、 区重

点项目管理中心、 区财政投资建设中

心、 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 区建设工

程各协会、 区建设局、 区建设工程安

全监督站等单位人员， 以及区施工企

业、 监理企业代表和部分房地产建筑

工地项目负责人等近 300 人参加了该

现场观摩交流会。

据悉， 2019 年“质量月” 活动旨

在推荐若干在工程质量管理方面较为

领先的项目， 供行业内相关部门及企

业观摩交流， 学习先进施工工艺及质

量管理理念， 其中位于黄埔区的龙湖

首开云峰原著住宅项目凭借其突出表

现被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选

为活动主场。

龙湖首开云峰原著项目位于黄埔

区云峰路， 总建筑面积约 46 万平方

米 ， 涵盖别墅 、 复式 、 平层三种形

态， 由 8 栋 29 至 45 层高层住宅楼、

41 栋别墅以及 1 所幼儿园、 1 所小学

组成。 工程项目以争创“广东省房屋

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

地”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广

东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地” 等荣

誉为目标。

观摩会上， 龙湖方面介绍云峰原

著运用 BIM 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化 ）

进行标准化设计， 利用模型进行 4D 施

工推演； 质量管理全周期应用了龙湖

工程管理平台以达到精细化管理目标；

采用了爬架、 铝膜、 高精砌块、 薄抹

灰等新工艺， 从源头上提高了施工的

精度和质量； 各道工序交接验收， 并

对产品进行实体检验试验， 有效地控

制质量通病的发生； 结合高效的施工

管理、 信息化应用及完备的维保系统，

有效地提高了工程质量。

会后，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在建

的龙湖首开云峰原著工地的安全展示

区、 质量样板区、 安装样板区和机电

样板区等区域， 并展示了高精度砌筑、

薄抹灰等先进工艺， 以及在各项定型

化设施设备、 过程质量管理、 安全管

理等方面的管理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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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罗莎琳

广州 市 房 屋 开 发 建 设 中

心、 区重点项目管理中心等单

位人员参加了在黄埔区龙湖首

开云峰原著项目现场举行 的

2019

年黄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系统 “质量月” 观摩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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