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芙蓉区一家隐
藏在居民楼里的民宿。

本报记者 摄

从装修到运营全托管，业主每月收租4940元？

住宅悄悄换“马甲”
城市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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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杨亲辉律师认为，《物
权法》第七十七条明确，业主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
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杨亲辉表示，业主们
可以向颁发营业执照的行政
机关反映，也可搜集证据向法
院起诉，请求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

外来人员频繁出入小区，安全隐患大

旅馆开进居民楼
证照齐全

“小区里开了家家庭旅馆，每天都有外来人员进进出
出，给大家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6月10日，家住
长沙县时代星城小区的张女士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
其所住小区4栋内有一家家庭旅馆，几乎每层楼都分布有
旅馆的房间，频繁的人员流动让业主们十分担忧。业主们
还表示， 该旅馆变更住宅为经营性用房，
并没有得到大家认可。 ■记者 石芳宇

2019年长沙市两会期
间， 市人大代表吕新光递
交了一份有关住宅楼内
“家庭旅馆”等“住改商”乱
象的提案， 提出家庭旅馆
存在着旅客混住等问题，
给社会治安和消防留下了
安全隐患。

吕新光建议， 明确把
“住改商”纳入执法部门的
监管范围。 对住宅小区内
“住改商” 从事经营活动已
领取营业执照的，由相关监
管部门配合，责令其限期整
改，逾期不整改的，依法吊
销相关证照；将违规“住改
商”行为与社会诚信体系衔
接，将拒不整改的业主和物
业使用人纳入失信人名单；
公布整治办电话，广大市民
监督并举报所发现的“住改
商”违法行为。

目前，民宿是个“非标
准”的商品，在职能权责的
划分设立上存在诸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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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工商局相关负责
人则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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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争议的“网红民宿”
究竟谁来管？ 业内人士建
议，相关部门应明确民宿的
定义，制定完整和健全的法
律法规制度， 规制行业乱
象。从执照发放、安全卫生
标准等方面分割职能权力，
使相关部门责任到位，有据
可立地进行行业的规范与
监督。同时，要加大对房东
和房源的审核力度，要求所
有短租平台取消未备案房
源的尚未入住预订。

“3年起签合同，每月付您租金4940元，我们将按照民宿风格统一装
修。”5月31日，长沙奥克斯缔壹城二期业主张先生迎来了欢喜的收房日，
刚走到小区门口， 就被一旁吆喝的推销人员叫住了，“我们负责毛坯房托
管，您只需出前期装修费，后期我们全权代理。”住宅“换个马甲”变民宿，
在长沙并不鲜见。业内人士指出，民宿在职能权责的划分
上存在诸多空白，导致非法民宿泛滥成灾。 ■本报记者

6月12日，记者以业主的身份联
系了该托管公司。“以您130m2的户
型计算，月租保底4940元/月。租期
3年起签，最长期限15年，每3年租金
以5%递增。一般都是签5年，5年后可
按年续签。”销售员刘先生介绍，他们
公司是恒城永昶集团，可提供从装修
到托管运营的完整产业链服务。

看见记者不置可否，刘先生急着
算了一笔账，“你看，我们装修期为两
个月，装修费900元/㎡（带全套家具
家电）。 按您房子的面积， 装修费是

117000元，5年的收益是302328元，
到期还有一套八成新的精装房。没有
空置期，全年满租。如果我们没按时
付租需赔付您装修费用，相反合同未
到期您房子不能给我们需赔付一年
租金。”

“租房后会如何运营？”“开设民
宿是否有营业执照？”对此，刘先生解
释说，公司会采用民宿酒店长、短、日
租相结合模式，不改变房子结构，“在
租赁期内， 所有事情都是我们负责，
包括水电物业安全问题、执照问题。”

【托管】“躺着收租”，3年起签保底4940元/月

近年来，“民宿”火得一塌糊涂，对
于不少人而言，这也意味着无限商机。

6月12日， 记者走访不少小区发
现， 民宿在长沙住宅小区已无处不
在，价格从100元-500元不等，大多
数都是私人经营，没有营业执照。

“这两天都满房了， 只能定其他
日期的。” 长沙爱琴海民宿的生意貌
似很火爆，该民宿隐身在长沙开福区
藏珑湖上国际花园的居民楼，店家语
气里也透露出“傲娇”，“不能看房，要
定的话自己在网上预订，不接受线下
交易。 现在只有6月14-15日剩一间
房，北欧40㎡大床房，一天178元。”

“可以看房吗？ 你们一共多少房
间？”面对记者的疑问，该负责人似乎提
高了警惕，“问这么多干吗？ 我们只有
4-5间房，都分布在小区的不同楼层。”

位于长沙芙蓉区新世纪家园的
驿羊羊客栈也藏得很深。记者刚进小
区大门就看到了红晃晃的招牌，不过
走了大概200多米才看到客栈的真
身。 该客栈位于居民楼的4楼-7楼，
一共8个房间。“按装修档次不同，房
价每晚132-179元不等。” 客栈负责
人介绍，他们已经运营了5年，生意还
不错，“最走俏的是8人床位间， 一个
床位仅45元/天。”

从前期装修到后期托管，民宿运
营俨然已形成产业链，问题也层出不
穷。去年，长沙的朱小姐将雨花区天
鸿天府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公寓委托
给湖南星城星房屋托管公司做民宿，
并签了3年合同， 却不想不到1年，这
家托管公司就失联了。

“虽然毛坯房改成民宿， 可激活
一部分闲置房屋，方便省心，但事实
上存在极大风险。”业内人士认为，托
管做民宿，从装修改造到招租，涉及
到大量现金流出，一旦托管公司现金

流储备无法跟上，就容易导致资金链
断裂。同时，还有一些小公司利用短
期筹集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风险行业
牟利，出现问题就会人去楼空，遭殃
的只有房东。

云山美地民宿负责人傅鹏介绍，
居民楼里的民宿在行业内又叫“城市民
宿”， 其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问题， 在长
沙，消防政策不允许公寓楼、住宅用作
酒店等住宿经营。部分民宿不能达到土
地、房管、旅游、公安、交通、工商等部门
的监管要求，消费者维权难度大。位于长沙县时代星城小区4栋的家庭旅馆。 记者 石芳宇 摄

6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时
代星城小区4栋看到，该栋楼为
公寓式结构， 每层楼长长的过
道两侧分布有20余间房屋，户
型不一。

“这是产权70年的纯住宅
楼。” 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在
13楼开有一间“她他家庭旅
馆”，旅馆的20多间客房分布在
不同的楼层， 在她所居住的15
楼就有4间房，房门的锁明显与
普通居民家的不同， 需要刷卡

才能开门。“像酒店一样， 每天
早上就看到清洁阿姨推着保洁
车打开房门搞卫生。”

业主们表示， 旅馆开在住
宅小区内， 不仅陌生旅客频繁
出入，还存在深夜扰民等问题。
“我们绝不会同意住宅变更为
经营性用房， 不说占用了我们
的电梯等公共资源， 就是房屋
格局有没有改变、 消防设施有
没有被破坏我们都不知道，安
全隐患重重。”

【业主】 家庭旅馆开在住宅楼，隐患重重

记者找到位于13楼的旅
馆，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旅馆在
她手上已经开了四五年。 记者
发现， 这家旅馆已于2013年办
理工商登记。 前台旁的墙上还
贴有于2018年11月7日下发的
《长沙市出租房屋旅馆业经营
治安责任书》以及一份《卫生许
可证》。

是否办理了工商登记就可
以在居民楼里经营旅社呢？

按照物权法， 住宅变更经
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外，还应当经有利
害关系的业主同意。记者询问该
名工作人员是否有经过业主同
意， 她表示因是后来转手接管
的，对此并不知情，也无法提供
征集相邻业主同意的证明。

时代星城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 小区内部目前只有该栋楼
内开设了旅馆。 谈及为何这家
旅馆能办理营业执照，其表示，
“可能是当时旅馆老板钻了空
子， 办理经营证件物业是无权
干涉的。” 而对于消防隐患问
题，其认为“物业负责公共设施
管理， 这种房屋内部改造虽然
扰民， 但我们也没有办法”。记
者了解到， 旅馆的部分房间是
向其他业主租的。

11日下午， 记者到长沙县
泉塘街道向星社区进行询问，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旅馆曾向
社区提供相应的租房合同、营
业执照等。”但对于旅馆如何办
理的营业执照以及如何处置“住
改商”，记者暂未得到答复。

【旅馆】 开设多年，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律师】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可要求恢复原状

【走访】 民宿“扎堆小区”，多数无营业执照

【问题】 托管经营存风险，“城市民宿”难过政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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