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8.7.21
星期六
报料热线
028-96111

编
辑
张
海

版
式
李
浩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在座谈会上，有代表提出，希望通
过这次探讨推动人大立法，从而对民宿
这个新生事物进行规范管理。

成都市青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
友静从事多年政府法制工作。为了参加
这次讨论，她查阅了目前国内与民宿相
关的法规和文件。她发现，目前我国对
民宿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厘清民宿的概
念。”她说，搞清概念，才是解决问题的
出发点。

黄友静并不认同“民宿是违法”的
观点。她认为，“民宿已经写入‘十三五
’规划，国务院文件也鼓励民宿发展。
城市居民小区民宿引发的纠纷大多属
民事领域，可以通过民事纠纷途径解
决。”

至于民宿管理是否需要立法，黄友
静显得很冷静。她认为，政府不妨先出
台文件，条件成熟了再制定规章制度，
然后再考虑是否立法。

虽然民盟成都市委会秘书长何
立新在开场白中强调“民宿是一种
共享经济模式，请大家针对如何规
范管理一起讨论，建设性提出建
议”，但座谈会依然在“激烈”的发言
中开启。

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蓉城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劲夫首先发
言，他曾经与人共同撰写《关于“住
宅改商用”的建议》。

他表示，民宿给公众旅行带来
了便利，在解决就业等问题上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目前没有相关
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如依然在居民
小区开民宿，就涉及“住改商”问题，
没有得到法律的许可，就是违法
的。而这种违法行为，确实给小区
住户带来了安全隐患，需要出台规
定规范民宿业发展。

而民宿经营者康健自称成都第

一批开民宿的弄潮儿，他经营着十
几家开在居民小区的民宿。

康健说，经济发展始终快于
法律的制定，而民宿正是经济发
展中产生的新事物。从某种意义
上讲，整个城市都是“创业孵化
器”，参与共享住宿领域、进行创
业的人群越多，越能彰显一个城
市创业土壤的肥沃度，越能证明
一个城市的活力。

“成都，这座以包容著称的城
市，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依托民
宿创业，把城市的闲置房进行装
修、升级，盘活闲置资源，共同参与
小区维护。”他发出呼吁：对待民
宿，堵不如疏。堵将激化业主与民
宿主之间的矛盾，而通过疏导、制
约，则会推动这个行业的规范化、
健康化发展。

座谈会上，几个民宿
经营者代表均提出了一
个问题：城市民宿处于灰
色地带，他们在与居民发
生纠纷后，往往选择息事
宁人。希望政府相关部
门规范这个行业，让他们
在阳光下经营，也让从业
者的权益得到保障。他
们提到，希望公安向民宿
开放身份信息认证系统。

成都市金牛区文旅
体广新局副局长邓喻文
走访过国内外多个城市
民宿。对于民宿，她是持
开放和中立的态度。

在她看来，座谈会
讨论的共享类城市民宿
更准确的称呼应是“非标
准化城市共享公寓”。作
为一个全新行业，经营者
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
业”，政府对它们应有更
开放的态度，并给予政策
扶策，将其做成一个产业
集群。她建议，成都可以
参考浙江的做法。“具体
而言，在消防管理、治安
管理上要有细化动作，同
时要听取各方声音，城市
民宿过程中的受益者和
受害者都要兼顾到。”

对于民宿经营者们提
出的希望接入公安身份信
息识别系统的呼吁，她认
为，“如居民小区里有较多
民宿，政府相关部门可以
探索把公安的身份信息识
别系统作为一种基础设施
予以配套。”另外，她还透
露，成都市即将成立民宿
行业协会，进一步规范
整个民宿行业。

我省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人均增长5%左右 7月底前发放到位

民宿，是旅游业的衍生品，而从
事旅游行业的黄建涛却旗帜鲜明地
反对在居民小区开民宿。

“欧美国家民宿是在独栋房子
里，不会影响到左邻右舍。”他高声
说道，“而我国的城市民宿主要集中
在小区里，和小区居民门对门，会影
响业主的正常生活。”

黄建涛强调,无论民宿经营者
将房子装修成什么风格，投入多少
钱，在小区里开民宿就是侵犯其他
业主的权益。

他建议，我国要发展民宿，最好
是在乡村或者城市的某一独栋楼
里。他补充说,在乡村里开民宿，还
可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他的观点
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黄大斌的观
点不谋而合，“我支持乡间和与居民
区脱离的民宿，但绝不支持城市小

区内的民宿。”
网友“Frey”也是一名民宿经营

者，曾在大型酒店工作过。在他看
来，对城市民宿反感的最重要原因在
于安全隐患。他进一步分析，这源于
预订实名制与实际入住人可能存在
差异，以及客人入住后行为不好监
管。“我们对客人是一对一服务，领着
客人到房间。而酒店大堂登记后客
人进入房间，也存在一人登记多人进
入的情况。”

另外，他认为，现代科技有助于
对客人进行有效监管。他举例，入
住登记时，可以启用平台预定把关，
门锁可以用指纹和人脸识别等技
术，房间里可以安红外探测仪。至
于消防方面，可以安装电子烟感、天
然气报警装置，房间配灭火器、防毒
面具等，通过科技加强监管。

民宿心声

呼吁规范管理
希望开放
身份认证系统

成都市金牛区文旅
体广新局副局长邓喻文。

民宿经营者代表康健。

相关建议

应先厘清民宿的概念
条件成熟再考虑立法

日本
相关监管法律正式实施

民宿30年来终于走向阳光

事实上，对民宿行业消防安全、治
安隐患及扰民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政
策制定者、民宿运营者比较头疼的事
情，柏林、旧金山、纽约等城市都曾对短
租行业进行过限制。日本政府最终决
定监管民宿的“住宅宿泊事业法”于
2018年6月15日正式实施，这意味着
在灰色地带发展了30多年的日本民宿
业，终于走向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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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者与客人一同居住，且客房面积小于
50平米，消防要求视同普通住宅；除此
以外，所有民宿必须设置与酒店相同的
消防设备。

浙江
出台关于民宿指导意见

规定单栋客房数不超15间

2017年1月5日，浙江《关于确定
民宿范围和条件的指导意见》正式实
施。其中明确指出:民宿的经营规模，
单栋房屋客房数不超过15间，建筑层
数不超过4层，且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平方米。民宿的建筑设施、消防安
全、经营管理都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并
交由相关部门发放相应经营许可或准
予申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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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成都市委会召开的城市民宿规范发展专题座谈会现场。

肩）

成 都 市 代 表 委 员成 都 市 代 表 委 员 、、民 宿 经 营 者民 宿 经 营 者 、、小 区 业 主 开 了 一 场 座 谈 会小 区 业 主 开 了 一 场 座 谈 会

小区开民宿
是住改商违法
还是盘活闲置房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刘春华）我省2018年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
整方案已出台，定额调整部分全省所
有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45元。7
月20日，省人社厅召开视频会议，要
求各市州抓紧组织实施，确保7月底
前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
退休人员手中。

根据我省2018年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

整方案，从2018年1月1日起，为2017年
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
为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左右。

此次调整包括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
适当倾斜三个部分。其中，定额调整部分，
全省所有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45元。

挂钩调整办法为，企业退休人员与机
关事业单位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休的

人员，在按2017年12月基本养老金为
基数增加1.2%的基础上，再与缴费年
限挂钩调整。15年及以下的缴费年限
每满1年增加1元，缴费年限超过15年
的部分每满1年增加2.5元。对机关事
业单位2014年9月30日及以前退休的
人员，只以本人2017年12月的基本养
老金为基数增加2.7%。

适当倾斜部分，对高龄退休人员按
照“满70不满80岁、满80不满90岁、
满90岁以上”三个高龄段分别增加30

元、60元、100元；对艰苦边远地区企业
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按一类至六
类地区每人每月分别倾斜增加10元、
20元、30元、40元、60元、80元。

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相关人士介
绍，今年是我省继2016年以来连续第3
年同步安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也是2005
年以来连续第14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将惠及全省816万余退休
人员。

成都市将成立民宿行业协会，进一步规范整个民宿行业

观点
争锋

住改商违法

VS
盘活闲置房屋

民宿应开在乡村

VS
高科技助力民宿管理

对于民宿这个泊来品，爱它者，爱它能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活方式；而
厌者，大多是与民宿同一个小区的住户，他们认为民宿客人抢占了小区资源，
还为小区带来不安全因素。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民宿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持续报道，
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对于民宿这个新事物，管理上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对它进行有效管理？从
民宿大热到热而有序，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有序，城市民宿有哪些路要走？

7月20日上午，民盟成都市委会召集专家学者、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民宿经营者、小区业主代表等开了一场座谈会。会上，各方
代表有交锋，也有交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民宿更美好。

后续报道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席秦岭雷远东见习记者杨金祝

虚报儿子婚宴桌数
兽医站站长被查处

今年6月，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畜牧
兽医站站长秦波因违规为儿子操办婚宴等
问题，被旌阳区纪委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并公开通报。7月20日，记者从旌阳区
纪委监委了解到该典型案例的详情。

2017年1月7日，秦波在旌阳区一休
闲园为儿子操办婚礼，参加婚礼的有1000
多人，摆了100余桌。而此前秦波上报的

“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报告表”中，写
明参加婚礼300人，约30桌，且承诺无管
理服务对象。而他在儿子婚礼上邀请的
人，许多都是他直接或者间接服务的对
象。孝泉镇畜牧兽医站7名在编职工都应
邀参加了婚礼。

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后展开调查，秦波
感觉情况不妙开始退礼金。经过调查走
访，秦波为儿子大操大办婚宴的违纪行为
真相大白，他也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了
代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