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

要闻·民生

2018.10.12 星期五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苏亮

《
“网红民宿”扎堆小区 居民不堪其扰》后续

“民宿”躲猫猫，“
民诉”谁来管？
公安：尚未纳入治安管理 工商：无准确行业定位 旅发委：非真正意义上民宿
近年来，从农村到城市，
“民宿”火得可谓一塌糊涂。民
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 它或许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
但能让游客感受当地风情、体验当地生活，因此受到人们
热捧。不过，近段时间，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长
沙，不少开进城市居民楼内的“网红民宿”因扰民、存在安
全隐患而受到其他业主的反感 （详见本报10月5日A03
版、10月10日A04版报道）。
那么，对于民宿这种新鲜事物的监管，相关部门有没
有做好准备？记者就此采访了公安、工商、旅游等部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
民宿”经营躲猫猫，很难制止
【物业】
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少物
业管理人员表示，自己小区有
没有、有多少民宿或者家庭旅
馆很难说得清，因为它们大多
处 于“地 下 ” 状 态 ， 只 有 待 矛
盾激发到一定程度才会浮出
水面。
“我们有政策， 业主有对
策。”他们坦言，小区设置门禁，

业主就将门禁卡交给入住民宿
的客人，或直接带着客人进入；
进出需要登记， 业主便称对方
是自己亲戚，他们很难认定。
“而且 物业 公司 没 有执 法
权，只能管理小区的公共区域，
业主房屋内的事情很难管理。”
湘雅医院附近一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无奈地对记者说。

“
民宿”尚未纳入治安管理范畴
【公安】
惹争议的“网红民宿”究竟
谁来管？
记者从长沙公安部门了解
到，“民宿”不属于特种行业，尚
未纳入治安管理范畴。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旅馆酒店业
属于特种行业，设立旅馆需要取
得公安机关颁发的特种行业许
可证以及其他相关营业执照。比
如家庭旅馆，除了设施符合要求
外，还需要与公安部门签订治安
责任状，由公安部门颁发特种行
业许可证。如果按照特种行业管
理标准，一些
“
网红民宿”在消防
安全等方面很难达到要求。
2017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公安部、国家旅游局联合

印发《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
则（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
农家乐（民宿）的消防基础设施、
消防安全技术措施和日常消防
安全管理等作出明确的要求。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 ，民
宿兴起后，一些医院、学校附近
的黑猫旅社（由住宅改造而成，
却无法通过消防、 工商等部门
验收的旅馆）也蹭上热点，摇身
一变扛起“民宿”的旗号。虽然
旗号变了， 但其引发的冲突与
矛盾并没有变。
“不少所谓‘民宿’，其实是
在打擦边球， 以逃避管理。”该
负责人表示，不管是“民宿”扰
民，还是家庭旅馆扰民，市民都
可以拨打110进行投诉。

【工商】归类旅馆业，但无准确的行业定位
“没有准确定位，就难以对
其进行依法登记， 也无法对其
进行监管。” 朱伟说，“民宿”说
到底也是一种经营行为， 既然
对外经营， 就需要在法律上对
其准确界定，给其主体地位，否
则一旦发生消费纠纷， 消费者
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目前只得
依赖于民事诉讼。”
他提醒， 出于安全考虑，消
费者在住宿过程中， 至少与对方
签订一个协议，以保障自身权益。

【旅发委】此类“民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宿
“民宿有别于传统的饭店
旅馆，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是
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与内
涵。”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产业发
展处调研员何维淼表示，记者所
提到的这些扎堆长沙市区居民
楼里的“民宿”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民宿，
“
旅游部门无权监管”。
去年8月21日，原国家旅游
局发布了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
与评价》，根据这一标准，旅游
民宿是指利用当地闲置资源，
民宿主人参与接待， 为游客提

供体验当地自然、 文化与生产
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其
中， 根据所处地域的不同可分
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
何维淼透露，我省民宿行业
认定标准已经立项，待审批通过
后就会颁发，“但这并非强制性
要求，只是说达到了标准的民宿
会更加规范，效益也会更好。”
他解释， 出台这个标准是
为了引导民宿行业， 使之更加
规范； 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产品
供给质量，多出精品。

他山之石
管理
“
民宿”，他们这么做
作为旅游城市， 厦门民宿
行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让
一些人钻了空子。不过，去年，厦
门正式出台了《厦门市民宿管理
暂行办法》，对民宿规模、民宿的
经营管理作出规定和要求。
事实上， 多个国家都曾为
民宿行业爆发的问题头疼，美国
纽约、旧金山等城市都曾经对短
租行业进行过限制。今年6月，日
本实施《住宅宿泊事业法》，要求
所有短租平台取消未备案房源
的尚未入住预订，这也为国内规
范民宿市场提供了参考样本。此
外，对于民宿业普遍头疼的公安
消防问题， 日本消防部门规定：
如果民宿经营者和客人一同居
住， 并且客房面积小于50平方
米， 消防要求视同普通住宅；除
此以外的所有民宿必须设置与
酒店相同的消防设备。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盛装启幕

抢免费门票，看艺术盛会
本报10月11日讯 今晚，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在株洲神
农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届艺术
节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
文化厅及株洲市委、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由株洲市戏剧传
承中心打造的大型民族歌剧
《英·雄》亮相开幕演出。
作为湖南最高水平的综
合性艺术活动， 艺术节始终
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
日”这个主题。本届艺术节将
举办开幕式、 专业舞台艺术
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全省美
术书法摄影精品展、 文化创
意产品成果展、 闭幕式暨颁
奖晚会六大活动， 全面展示
多
活
动扫
详二
情维
码
看
更

。

记者从长沙市工商局了解
到，小区住宅如需要从事商业活
动， 需到规划局和房管局申请
“
住改非”，征求其他业主签字同
意后，才能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长沙市工商局企业监管处
处长朱伟介绍，“民宿” 属于新
兴业态，在政策法规层面，还没
有准确的行业定位。 目前长沙
“民宿”注册还没有专门的行业
类别，由于其最接近家庭旅馆，
只能归类到旅馆业。

10月11日晚，株洲神农大剧院，演员在表演大型民族歌剧《英·雄》。当天，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开幕。
记者 李健 摄

记者手记
不能任由
“
民宿”野蛮生长
由于是新鲜事物，
“
民宿”在
身份上并无明确界定，对其监管
也处在盲区。并且，房东升级“
民
宿”老板并不难，只要在民宿平台
（几乎每款旅游App都有）注册时
提供房产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
即可。也就是说，手里只要有闲置
的房子，就能开办
“
民宿”。
业内人士指出， 正是由于
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方式，使
民宿业获得了快速发展。 数据
显示， 去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
交易规模约145亿元，融资约5.4
亿美元， 不少互联网巨头纷纷
涉足民宿领域。
不可否认的是， 民宿的出
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也 带 来 了 诸 多 影 响 。“野 蛮 生
长” 绝不是某一行业正确的发
展方式， 越来越多的矛盾已经
说明了这一点。

近三年来湖南省文化艺术的
新成果。
为给观众提供更优质、
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艺术节
确定了株洲市神农大剧院、
政府礼堂、 铁路文化宫、市
委礼堂、 醴陵瓷谷剧场、湖
南工业大学音乐厅6个剧场
作为演出场地。为保证群众
“零门槛”欣赏到艺术精品，
本届艺术节开辟了8大抢票
平台， 将累计发放2万余张
免费惠民门票。
此外，为了让更多群众
了解艺术节盛况，主办方将
充分运用新媒体与传 统媒
体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网络
直播，打造“线上艺术节”。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闭幕
式将于10月下旬在株洲举
办，届时，将集中展示本届艺
术节专业参演剧（节）目的精
彩选段和优秀的群文剧（节）
目，并举行颁奖仪式。
■记者 吴岱霞

方便老人用药，
“
神奇水杯”夺金奖
本 报 10 月 11 日 讯 今
天，由省民政厅主办、湖南省
康复辅具技术指导中心等联
合承办的首届中国养老产品
暨康复辅具设计大赛颁奖典
礼在长沙举行。 经过严格评
选， 大赛共有24人分别获得
概念组金、银、铜奖，19家企
业荣获产品组企业创新奖。
其中，荣获金奖的作品“老年
人辅助药理水杯” 能有效解
决药品携带不易、 用药时间
难精准等问题。
大赛作品分为“概念设
计组”和“产品创新组”，围绕
“为老设计 康享生活”主题征
集作品。 大赛自6月启动以
来，受到了社会的深切关注，

共收到了来自30多 个省 市的
1341组作品， 经严格评审，最
终遴选出44件获奖作品（其中
1家企业获2项奖）。
在获奖作品中， 老年人辅
助药理水杯颇受关注， 其水壶
与药盒的一体化设计， 有效解
决了药品携带不易的问题；而
其日期和钟点记录功能让患者
更精准地掌控用药时间； 老人
服药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旋转动
作， 避免了药物与手接触的不
卫生行为。同时，水壶的药盒部
分可取下并匹配绝大多数的矿
泉水瓶。小小的“药盒”随身携
带， 可方便患者随时随地、方
便、卫生地用药。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袁帅 杨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