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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我在成都遇见了青涩的

你，
你的头发柔软而飘逸，
弯弯的眉毛又长又细

……”
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七夕节，一群成都的年轻音
乐人推出了原创MV《在成
都遇见你》，与心中有爱之人
共度浪漫节日。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
题，成都作为一个浪漫时尚
的城市，在这里发生过一个
又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所
以我决定写一首积极向上
的爱情歌曲送给成都，以表
达对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录
和热爱。”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这首歌的词作者王伟坦
言，歌词表达了自己对成都
的感情。

《在成都遇见你》MV由
李康林导演，李红运制片，王
伟作词，暮航作曲并演唱，黄
龙飞编曲，张宝丹录音，赵恒
设计制作海报。

记者了解到，这些创作
者 都 是 成 都 的 年 轻 音 乐
人，他们因为同一个音乐
梦想而一起创作了这首歌
曲，并选择在七夕来临前
推出。整首歌旋律悦耳动
听、节奏明快，歌词通俗易
懂、入脑易记，充满浪漫的
甜蜜感、故事感和记忆点，
让人倍感温馨。

“因为爱上一个人，愿意
一生在成都，这是这首MV
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我将

亲切、自然、纯粹、唯美和甜
蜜的二人爱情生活展示在镜
头里，让观众更多感受到成
都的浪漫和时尚。”导演李康
林说，这首歌讲述的是从外
地来成都的男子文鹏与成都
女孩叶雯在交子大道的书房
里相遇相识。他们双眼对视
的一瞬间，彼此都感觉到对
方就是自己期望遇到的那个
人，由此开启了美好的成都
爱情故事。

词作者用简单的词汇
描述了真实美好的感情，
让人产生共情。正如歌词
中写的那样，“在浪漫时尚
的城市里，我们走过古色
古香的铁像寺，在交子大
道的书房里，那里有我们
最难忘的回忆。”歌词有一
种代入感，很容易把听众
带入并感受到成都这个城
市的美好。

“我是从广元苍溪来成
都工作的，在成都生活十多
年了。我很喜欢成都，对这里
有深深的感情。我写这首歌
的灵感来自于我开车的时
候，当时我从天府立交桥经
过，正听着音乐，顿时感觉成
都确实太美了，我应该给成
都写一首歌。”王伟说。

“我在作曲过程中，将感
情融入到音乐的旋律之中，
让曲子与歌词完美地融合，
用最诚恳直接的表达传递歌
词中对爱情的理解，希望能
让听众产生共鸣。”

曲作者暮航告诉记者，
《在成都遇见你》这首歌在
旋律上，使用流行歌曲偏
复古的风格进行创作，营
造 一 种 经 典 复 古 的 氛 围
感，由此形成追忆，让曲子
更贴合词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何艳玲

租客：
免租一个月，惊喜又感动

8月1日上午，记者联系上当事租客
可可，对于几天前发生的事，她说现在
想来依旧感动不已。她告诉记者，自己
来自重庆，今年27岁，来成都已有11年，
是一位婚礼跟妆师，1年前与朋友在成
华区杉板桥附近的公寓楼内开了一间
造型工作室。

她坦言，自己是婚礼跟妆从业者，
受疫情影响，很多客人取消了婚礼，致
使收入减少。7月29日凌晨，成华区宣

布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自己的工作
室也在管控范围内。

正当她不知所措时，当天下午两
点，她突然收到房东发来的消息：“亲，
下次交房租就少交一个月哈。”可可坦
言，当时心里别提多感动了，她随即回
复：“你太好了姐姐！要哭了，太感谢
了！”随后，她将此经历发到社交平台，
获得网友们点赞。

可可告诉记者，一个月的房租有
2000多元，免除一个月的房租，大大
减轻了因疫情致使工作停滞带来的
影响。

房东：
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再夸了

可可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和房东
接触并不多，只在一年多前签合同时
见过一面，但房东为人和善、好相处，
平时工作室遇到要开证明等问题，房
东都会马上帮忙解决。

可可说，在当下，房东“不帮是本
分，帮是情分”，在大家都为生活奔波
的情况下，房东这样的暖心行为，让她
觉得还是有人在关注着他们这些努力
生活的租客，“让我深深感觉到自己很
幸运”。

但当记者提出要采访房东姐姐
时，房东姐姐婉言谢绝了，称这只是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敢再接受你
们夸了”。

房东姐姐给可可免了租，作为跟
妆师，可可也向房东姐姐承诺，“等你
儿毕业的时候，妆容交给我！”“必须要
让她成为人群中最靓的妈妈！”

可可说，之前她也一直称房东为房
东姐姐，但现在这声“姐姐”更加暖心，

“之前是普通的租客和房东的关系，现
在变了……”

可可对此次疫情感触良多。所有
人都在齐心抗疫，她感受到了这座城
市带给她的温暖。来成都11年，可可
觉得成都人热情又善良。“这里很有
爱。”她说，未来会把家安在这里，一
直住下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图由受访者提供

此外，原则上承购人在取得共有产
权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满5年的，可按初
始购买价格，通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
款的方式购买代持机构持有的产权，直
至最终拥有完全产权，增购后住房性质
转为商品住房。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
实际对承购人缴纳共有产权住房契税
给予补贴。取得共有产权住房不动产登

记证超过5年再次增购的，增购价格按
初始购买价格加固定利率形式或届时
评估价格确定。

在产权继承方面，承购人亡故，
其继承人符合共有产权住房申购条
件的，可继承共有产权住房个人份
额。继承人不符合共有产权住房申购
条件的，按相关规定进行产权转让或

退出。
下一步，四川省住建厅将联合六部

门尽快出台《指导意见》，强化部门联动
协调，指导有需求的城市积极筹集建设
共有产权住房，惠民生、稳增长，切实解
决“夹心层”群众住房困难问题，推动全
体人民实现住有所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对象：优先供应城镇户籍无房家庭
户型：以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为主
条件：每个申购人只能申购一套共有产权住房

@城镇户籍无房家庭：
共有产权住房要来了！
四川省7部门正联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议

8月3日，记者从四川
省住建厅获悉，为进一步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满足
新市民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四川省住建厅联合六部门
起草了《关于发展共有产权
住房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公
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议，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2
年8月21日。

记者了解到，《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总体要
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突出住房的民生属性，以深
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重点在人口净流入
的城市、住房供需矛盾突
出、住房困难群众较多、多
层次住房需求较大及其他
有需求的城市探索发展共
有产权住房，切实解决“夹
心层”群众的住房困难问
题，推动全体人民实现住有
所居。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共有产权住房由
政府提供政策优惠支持，将
重点面向有一定经济承受
能力但买不起商品住房的
城镇无房群体供应，并从房
源性质、筹集方式、面积标
准、供应对象、产权比例、定
价原则、申购分配、产权登
记、上市交易等多方面明确
了省级层面的制度框架，为
各市（州）因地制宜发展共
有产权住房提供一定的政
策依据和指引。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共有产权住房的房源性质。共有产权住
房是由政府投资或提供政策优惠支持，
按照有关标准筹集建设，面向有一定经
济承受能力但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群体
供应，优先供应城镇户籍无房家庭，实
行政府委托代持机构与承购人按份额
共有产权，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的具有

保障性质的市场房源。
在供应对象方面，《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明确，坚持因地制宜，共有产
权住房供应范围以面向城镇户籍人口
为主，逐步扩大到城镇常住人口。符合
有关规定的城镇稳定就业且无房的各
类人才，可优先安排。每个申购人只能
申购一套共有产权住房。

在房源筹集渠道方面，《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地要充分研判
住房市场和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建立
以已建成存量商品房、安置房、限价房
转化，商品房配建、集中供地新建等多
元化的房源筹集方式。住房保障主管部
门须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共有产权住房
筹集建设要求、配建比例、产权归属等。

哪些人可以申请哪些人可以申请？？ 优先供应城镇户籍无房家庭

夜已深，一辆辆摩托车
伴随着轰隆隆的启动声，在
路上行驶……你以为很酷
吗？至少对晚上正准备睡觉
的人们看来，这样的行为挺
闹心的。近日，成都市公安局
天府新区分局交警支队组织
警力，在辖区天府大道南段
开展大功率摩托车交通违法
整治行动。

7月22日晚23时10分，
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天
府大道南段行驶，一路上轰
鸣声不断，民警随即将该车
拦下并进行检查。经检查发
现，驾驶人毛某某擅自改变
了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被处以罚款
500元的处罚。

此后，又陆续有“炸街
车”被接连“拿下”。记者了
解到，为严厉打击改装车

“炸街”扰民行为，成都市公
安局天府新区分局交警支
队联合属地派出所，深入辖
区社区、酒吧餐饮集中区
域，机车俱乐部等开展走访
摸排，掌握“炸街车”聚集时
间、地点，针对性设置拦截
查缉网，实施精准打击。7月
以来，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
区分局交警共查处大功率
摩托车违法 118 件，其中非

法改拼装 3 件、涉牌涉证 35
件、套牌 1 件、酒驾醉驾 55
件、冲信号灯14件。

同时，针对“炸街车”隐
蔽性、对抗性强，违法犯罪
行为不确定性大的特点，警
方紧盯 23 时至凌晨 3 时重
点时段，加强对天府大道、
梓州大道、剑南大道、兴隆
湖湖畔路、南湖大道等重点
路段的巡控力度，采取手动
控制信号灯、分段拦截检查
和“警便结合”等有力措施，
严查非法改装机动车上路
行驶，超跑车、“肌肉”性能
车，“炸街”扰民、竞速飙车
等突出交通违法。

为有效打压“营转非”
大中型客车从事非法营运
的生存空间，成都市公安局
天府新区分局交警根据“营
转非”客车运行特征，在华
阳客运站、高速出入口、主
要进出城通道等重点区域
和路段，联合设卡开展集中
整治，加强检查力度，严查

“营转非”客车从事非法营
运违法行为。7月以来，共开
展联合整治 3 次，查处“营
转非”客运车辆交通违法行
为7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戴佳佳

与有爱之人共度七夕
原创MV《在成都遇见你》上线

这些时段这些路段，严查摩托扰民

房屋面积咋样房屋面积咋样？？ 90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为主
此外，《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还明

确，共有产权住房以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
下的中小户型为主。政府委托的代持机构
转化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的，不受前述面积

限制。各地要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建筑面
积标准和建筑户型，有效满足居住需求。

在保证住房品质方面，共有产权住
房应实施成品房交付，并加强规划、设

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全过程管理，保
证住房质量和品质，相关配套市政基础
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应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同步使用。

如何分配管理如何分配管理？？ 个人产权不低于50%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申

购人个人产权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其
余产权为政府委托代持机构持有份额。
具体比例由各地综合考虑申购人支付能
力和住房市场价格水平后自行确定。

在规范申购管理方面，共有产权住
房申购人应如实申报住房、财产、收入
等情况。公安、民政、人社、自然资源和
规划、银行等部门根据职能职责，做好
资格审核等工作。推动建立共有产权住

房的申购、审核一网通办，提升办理效
率。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按规定
积极对申购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提
取等手续，并适当上调住房公积金最高
贷款额度。

如何使用如何使用？？ 不得擅自出租转借、长期闲置
在共有产权住房供后管理方面，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规范
住房使用。承购人享受与购买商品住房
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共有产
权住房和商品住房为同一小区的，应纳
入所在小区统一管理，并享受同等服
务、承担同等义务。承购人应按有关规

定和合同约定，缴纳按照整套共有产权
住房全部产权建筑面积计算的住宅专
项维修基金和物业管理服务费用，并享
受相应权利。承购人应按有关规定和合
同约定使用共有产权住房，不得擅自出
租转借、长期闲置、改变用途、改变房屋
结构，影响房屋使用功能和质量安全。

承购人确需出租的，须与代持机构协商
达成一致。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
各地要因城施策探索打通已建成存
量商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的通道，满足多样化的住房
需求。

今后能否变为商品房今后能否变为商品房？？ 持证满5年后买下代持机构持有的产权即可

工作室处于管控区，房东发来微信“免租一个月”

这声“房东姐姐”，叫得格外暖心
“亲，下次交房租就少交

一个月哈。”7月29日，成都
市成华区宣布全面加强社会
面管控的第一天下午，租客
可可正担心工作室处于管控
区内，收入和工作会受影响
时，没想到就收到了房东的
微信，告知她免租一个月。

2000多元的房租，对疫
情之下的创业者来说不是一
个小数目。她心里感激万分，
“没想到这事会发生在我身
上”，她在社交平台上骄傲地
写道：“我也有好房东了
……”

房东主动免租这事被租
客传上网络后，在这样特殊
的时刻，也感动了不少人。截
至目前，该条动态的浏览量
已近300万，收获近两万人
点赞，网友们纷纷评论：“良
心房东”“看了之后心里很温
暖”……

8月3日，在经历5天管
控后，可可的工作室所在地
有序解除封闭式管理。对于
未来，可可充满希望，“再过
几天就可以回归正常工作”。

《在成都遇见你》海报

可可与房东姐姐的微信聊天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