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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杀入租房业，8城试水信用租房，超100万间公寓入驻

只要信用好，租房可月付还能免押金
中央军委办公厅：
军营经批准可向社会开放
经中 央军 委批 准 ， 中
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 开
放办法》。这是新形势下发
挥军队资源优势推动全民
国防教育普及深入的重要
举措， 为各部队规范有序
组织军营向社会开放提供
了基本遵循。
《办法》 对军营向社会
开放的组织领导、审批程序
和权限、开放时机、开放内
容等作了明确规范。
《办法》规定，驻大中城
市市区或者郊区的师、旅、团

日前， 支付宝宣布首
批在上海、北京、深圳、杭
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
8个城市试水信用租房，有
超过100万间公寓将正式
入驻支付宝， 芝麻信用分
达到650分以上就可以免
去租房押金。业内人士称，
这是“信用＋租赁”的首次
跨界合作， 将给高信用的
租客和房东带来更多红
利，有利于建立多元、规范
的住房租赁市场。

级单位， 以及具有独立营区
的建制营、连级单位，经批准
可以组织军营向社会开放；
军营开放活动主要面向中国
公民， 一般在国庆节、 建军
节、国际劳动节、全民国防教
育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烈士
纪念日和军兵种成立纪念日
等时机组织进行。《办法》明
确，军营开放的内容包括：军
史馆、荣誉室等场所，部队可
以公开的军事训练课目和武
器装备，基层部队教育、学习
生活、文化活动等设施。

日前，支付宝宣布首批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8个城市试水信用租房。（网络图片）

【推广】
信用免押租房上线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
前后，网上爆出不少租房问题。
比如浙江的一对硕士夫妇把自
己的婚房租给了租客却被洗劫
一空；又比如房东突然涨价，房
客不得不另觅其他住处。
北上深等热点城市的高房
价和限购政策让不少人选择了
租房，而租房的押金、中介费、
虚假房源、 黑心中介……几乎
困扰着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
支付宝日前宣布上线的租
房平台，给租房市场带来了新气
息，或能对市场
“
痛点”有所缓解。
“我国的租赁市场长期存
在短期行为， 信用管理一直是
空白。 支付宝在业界率先开启
‘信用＋租赁’模式，为租赁市
场消费行为的规范和激励探索
了好的机制。”易居研究院智库
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付三押一，一直是租房时
最常见的付款方式。 我们希望
推广的方式是付一押零。”蚂蚁
金服创新及智能服务事业部总
经理王博说， 以一套月租3500
元的公寓为例，如果付一押零，
一下 子可 以 节 省 10500 元 ， 大
幅缓解很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的资金压力。
“这一模式此前在上海进
行了半年左右的试运行。 数据
显示， 提供信用免押金的房源

英“人权活动人士”赴港被拒入境
我外交部:允许谁入境是中国主权

虽然仅占房源数量的15%，但却占
据了80%的成交量。”王博介绍。

【操作】
信用评估贯穿租房全流程
对租客而言，真房源、免押金、
按月交租对他们最具吸引力；而对
房东而言，房客是否靠谱，会否拖
欠租金、水电气，以及空置率过高、
租赁周转问题则是其关注的焦点。
“针对上述问题，信用租房平
台可以在三个领域提供服务。”严
跃进说，一是信用认证，此类信用
认证的信息源于大数据分析，最后
会传递到租赁交易的公共平台上，
以供租赁的各方参考；二是消费金
融服务，相关用户的租金贷款需求
都通过此类租赁平台实现；三是电
子化操作，这主要是互联网平台的
功能，有助于后续此类交易和公用
事业配套服务的便捷化。
记者了解到， 除支付宝采用
“信用+”模式进军租赁市场外，目
前百度金融、京东白条、58同城、平
安好房等均推出租金分期服务。未
来平安好房也计划为租客提供信
用租房服务，为个人信用达标的租
客提供减少或免押金支持。
此外，中国银联11日也宣布与
沈阳市房产局签署住房租赁服务
平台合作协议， 依托银联现有资
源， 解决租赁市场中房源信息不
实、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问题，年内
有望在12个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
点的城市全部开通服务。
■据新华社

链接
房源规模有望
超过300万间
从支付宝目前的探索看，尽
管房源仍然以租赁公寓为主，但
未来将利用“支付＋信用＋消费
金融”这一整套体系，全面向中
介和个人房主开放。
与个人房源相比，公寓可以
为客户提供更精准的房源信息，
比普通租房省心，房租价格相对
稳定，是未来租赁市场的发展方
向。目前已有近十家公寓类合作
伙伴陆续接入支付宝租房平台，
包括相寓、春眠、蘑菇租房、优客
逸家、美丽屋、公寓家等。
另据链家统计，目前在中国
的租赁市场上，公寓房源占比仅
为3%， 而个人房源占比仍高达
97%。
“下一步也会与大型中介平
台进行合作。”王博说，“我们没有
成本和精力核实房源的真实性，
所以将和中介合作而非竞争。”
据支付宝有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更多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
将接入支付宝的租房平台，如果
加上正在谈的品牌连锁公寓，房
源规模有望超过300万间，再加上
与中介合作，市场空间广阔。

针对有英国“人权活
动人士” 抵达香港时被拒
绝入境一事，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2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 是否允许入境
是中国的主权。
据报道，英国“人权活
动人士” 罗杰斯11日抵达
香港时被拒绝入境， 英国
政府称已向中国中央政府
寻求解释。 华春莹在回答
相关提问时表示， 香港是
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中央

政府负责与香港有关的外
交事务。中国中央政府和特
区政府依法处置有关问题。
允许谁入境， 不允许谁入
境，是中国的主权。
她说， 香港已于1997年
回归中国，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
政府、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
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立场是坚
定不移的。华春莹表示，针对
英国官方的有关言论，中方已
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国发明“柔性机器人”
可以“
弹指”可以“
跳跃”
采用新型纳米材料器
件制成“柔性机器人”，利
用光线照射可跳跃至自身
高度5倍以上，并伴随空中
翻滚动作。近期，合肥工业
大学与中科院苏州纳米技
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合
作，模拟人类“弹指”动作
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光驱

动跳跃机器人。国际知名学
术期刊 《先进功能材料》日
前发表了该成果。
柔性智能驱动器可将
光、电、热、湿度等外部能量直
接转化为器件本身的机械变
形， 无需通过繁琐的能量转
化装置， 近年来引起国际学
术界的关注。 ■均据新华社

624万元大奖开出月余无人认领
中得几百万头奖后临
近兑奖截止仍不兑领的情
况在我省并不多见， 通常
情况下都是开奖后三五日
内便来领走了。但这次，我
省出现了一位超级“淡定”
的大奖得主。8月27日双色
球第2017100期开奖，我省
益阳市彩民喜获1注一等
奖， 单注奖金624万余元，
但这位幸运儿至今仍未现
身。 据省福彩中心数据机
房检索， 这注头奖中奖彩
票出自于益阳市资阳区步
行街第43077068站点。
为了不让弃奖的遗憾
发生，省福彩中心曾在《福
彩天地》报上刊发《紧急寻
人》， 希望大奖得主能够看
到并且赶紧带上中奖彩票

前来兑奖，或者希望彩民们
互相提醒，不要错过兑奖。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
定，
“
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
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持中
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
逾期不兑奖的视为弃奖”。眼
看此注益阳624万余元的大
奖兑奖有效期限仅剩半个月
了， 湖南福彩在此提醒彩民
朋友，“不宜过久玩心跳，奖
金拿到手里才可靠”。请诸位
彩民朋友妥善保管、 仔细核
对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彩票，
如果您在益阳市资阳区步行
街第43077068号投注站购
买过双色球第2017100期的
彩票， 请赶紧拿出来核对一
下， 千万不要与到手的大奖
擦肩而过。
■左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