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长沙中天广场22楼，长沙首威科技有限公司大门紧闭，早已人去楼空。
记者 叶竹 摄

说法

“断啥不能断网”已成为当下芸芸
众生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以互联网
为载体的购物、娱乐、游戏、教育、医
疗、办公等线上行为，正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在资本市场上，线上经济主
题也已经成为投资热点。据悉，市场上
首只以线上经济命名的主题基金华夏
线上经济混合（010020）将于8月20日
起发行， 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等银
行、 券商以及华夏基金官方直销平台
认购，实现一键投资“科技+消费”两
条优质赛道。

资料显示， 华夏线上经济混合基
金重点投资于线上经济主题相关上市
公司，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商务、 互联
网、远程办公、影视娱乐、在线教育、在
线医疗、在线金融服务、视频直播、物
流服务、新型移动出行等领域。基金股

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50%-95%。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不仅在A股精选个
股，还将投资范围扩展到港股，基金股票
资产的0-50%可以投资于港股通标的。
当前很多在线上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地位
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华夏线上经济混合
“科技+消费”的投资范围设置，有助于更
全面地把握线上经济主题机遇。

华夏线上经济混合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黄文倩表示，数据流量增长、云化趋势
以及疫情影响将推动线上经济持续发展，
线上经济或将成为权益类市场中长期最
优质的赛道。她认为，短期来看疫情隔离
推动数据流量快速增长，宅居使得游戏视
频等线上娱乐表现亮眼，游戏+视频 APP�
盘踞应用畅销榜、免费榜；远程办公行业
关注度提升，在线视频、在线教育等需求
提升推动云化趋势。 ■经济信息

“科技+消费”双优赛道 首只线上经济基金8月20日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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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在吃头痛药，为了这个事
情维权，工作都没办法正常进行了。”8月
11日，余女士向三湘都市报记者投诉称，
她从长沙一家中介公司以一次性付年结
租金的方式租房， 可现在中介公司已人
去楼空，房东因为没有收到月结款项，表
示要断水断电强制收房。

记者了解到， 与该中介公司签署了
房屋租赁合同的租客有上百位， 他们唯
恐和余女士一样，面临被迫“流落街头”
的境地。

本报8月12日讯 近日，有市民拨
打三湘都市报热线反映， 称自己原本
冲着“10年带租约”，购买了新米多街
市株洲世贸店的商铺。按合同约定，头
3年免租期满后，正常返还租金。但现
在商铺已经歇业一年多时间， 租金也
未按时返还。

今日， 记者在多米新街市世贸店
看到，外观仍旧如新，但市场里面几乎
已被搬空， 商户撤离后留下一些破烂
的柜子。只有一楼，还有两个摊位在继
续经营。

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 从两年前
开始，就有商户撤离，一年多前，市场
就关门了。按照合同约定，今年7月起，
市场运营方就要开始返还租金， 但是
至今无一人拿到了租金。

现场其他几位业主表示， 他们都
是冲着“10年带租约”购铺的，结果面
临这样的窘境， 想退铺， 开发商不同
意，退差价，又和运营方谈不拢。

开发商株洲市世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苏先生称， 多米新街市世
贸店因经营出现难题导致停业， 是市场
经营管理问题，与开发商根本无关，开发
商不应承担责任。

负责市场运营的湖南省飞翔商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株洲运营分公司副总经
理刘先生表示， 市场共有300余个铺位，
2017年9月开业，经营半年后，生意不尽
如人意，商户陆续撤走。到2019年4月，
因亏损较大，他们的自营业务也停止了，
仅剩下2家在营业。目前，市场处于暂停
营业状态。

为了让市场恢复正常运营， 公司早
前计划更改市场的业态， 但因部分业主
担心收益无法保证不同意改造， 导致搁
浅。对于未按约定返还租金一事，刘先生
称，他们在今年6月就联系业主，希望对
方提供银行账户， 但只收到了70多户业
主信息，“为保证大家的利益， 还是要一
起返还。”

目前， 当地政府部门正在介入协调
解决市场后续经营问题。 ■记者 杨洁规

中介公司无法给出
满意回复，租客们随后来
到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定王台工商所
反映情况。工商所所长刘
凌春表示，“我们会进一
步跟进进行调查，如果消
费者反映情况属实，公司
已经不在核准登记的地
址经营的话，我们会把它
纳入经营异常名录。如果
涉及诈骗犯罪，建议消费
者 直 接向 公安 机 关报
案。”

租客刘女士拨打了
定王台派出所的电话。警
方回应，“在公安机关完
善处理好这起事件之前，
所签房屋租赁合同仍在
有效期的租客可以继续
住。如果出现有房东打扰
租客正常居住的情况，租
客可以向租房所在区域
的派出所报警。”

对此，湖南万和联合
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表
示，依据《合同法》第六十
四条规定，租客理论上只
要自己对二房东履行了
付租义务， 就不构成违
约，原房东无权直接驱赶
租客。

三湘都市报记者联
系到委托首威租出名下
房屋的一名房东、 长沙
芙蓉区泉昇同福公寓业
主李女士。

“我跟房产中介签
的合同是 2200元一个
月，一月一收。而租户跟
首威签的合同是1400元
一个月， 一年一次性结
清。很明显，中介公司通
过高收低租以及月付年
收的方式来套钱。”李女
士语气中透露着无奈，
“确实有个别房东无奈

之下断水断电或者强制让
租客搬离， 但我还是希望
跟租户协商， 中介未给我
的月租部分， 租客能补齐
差价给我。”

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
首威科技有限公司芙蓉分
公司负责人彭璟。“长沙公
司只是一个分公司， 所有
的财务和出纳事务都由成
都总公司在管理。” 他透
露，“成都的总公司和全国
其他分公司也都是停业关
门的状态。”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熊静 张以绪

8月12日上午11时
许，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
到了余女士提到的房产
中介———长沙首威科技
有限公司所在的长沙芙
蓉区中天广场22楼的办
公地点， 十余名租客聚
集在公司紧闭的玻璃大
门口。从外往里望，公司
内只有几个垃圾桶和空
荡荡的桌椅。

一名租客介绍，“我
上个星期来， 这儿就已
经空了。 据说这个中介
改头换面后， 又在树木
岭开了一家公司。”记者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到， 长沙
首威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劳动东路139号新城新
世界第三期； 长沙首威
科技有限公司芙蓉分公
司则位于定王台街道五
一大道中天广场22楼。
目前二者仍处于存续登
记状态。

“因为要进行毕业
实习， 我就在网上找到
了这家中介公司租了实
习点附近的房子。”余女
士告诉记者，她从今年7
月6日入住，刚住一个多

月， 就遭遇中介公司关门
“跑路”，“房租交了一年，
现在我担心没有地方住。”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 和首威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的大多数租客都是刚
毕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或
在校大学生，年付租金从1
万余元至3万余元不等。记
者从一名租客手机上看
到，一个名为“首威租客维
权群” 的微信群内有近
200人，另一个“首威维权
群”中有400余人，都是和
该中介公司有关的长沙租
户和房东。眼下，中介公司
人去楼空， 这些房东和租
客损失或达上百万元。

“目前已有房东强制
上门让租客搬离，未提供
任何法律文书，就想强制
收房。我们现在是房子没
得住，租金也要不回来。”
租客刘女士表示，希望有
关部门能找到这家中介
公司，“给我们租客一个
说法。”

“昨天中午下班回家后
水和中央空调都被房东断
掉了，经过协商在晚上10点
多来了水电。” 余女士说，
“业主也同意见面商谈。”

交了一年租金，却遭房东强制收房

只收到月租金，中介高收低租

“高收低租”倒贴钱？房东房客两头“坑”
长沙一租房中介卷款百万跑路，上百租户恐“流落街头”

买铺时说好“10年带租约”
结果2年就歇业租金没影了

租客

房东

租客可继续租住
房东无权驱赶

数百名房东租客遭
受财产损失，这已经不是
市场上首次出现“高收低
租”的中介公司“爆雷”。近
两年， 很多以此方式运营
的公司涌入长租市场，快
速扩张，其风生水起的同
时又雷声四起。那么租客
和房东如何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呢？

李健提醒： 建议租客
和房东选择比较大一点、
正规的中介公司去租赁
和委托出租，因为它规模
比较大，抗风险能力比较
强。同时，也应该注意避开
出租价格明显低于其他
中介公司或者明显低于
市场价格的中介，以免长
期利益受损。

提醒

中介“高收低租”
屡爆雷,要警惕

租客租金已经交了一年，房东却只收到一两个月的，钱全被中介公司卷跑了；看中了“10年带租约”
去买商铺，结果市场开了两年就歇业了，租金回报也没影了：两起租金案例，套路各不同，却都在敲警钟：
天上不会掉馅饼，交钱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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