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起，陆续有长租公寓因租
金贷、高杠杆等问题爆雷，引发多地
主管部门叫停“租金贷”，但它并未消
失。2019 年 12 月，住建部等六部委发
文要求，住房租赁企业租金收入中，
租金贷款金额占比不得超过 30%，超
过比例的应于 2022 年年底之前调整
到位。

今年9月7日，住建部《住房租赁条
例（征求意见稿）》明确，直辖市、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制度，将租金、押金纳入监管。近
期，多地出台长租公寓专用账户监管办
法，其中成都和重庆明确，承租人向住
房租赁企业支付租金周期超过三个月
的，资金要存入监管账户。

不过，成都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坦
言，该措施只能管住总部和账户在本地
的企业，要管住规模更大的全国性公
司，还需其总部所在地和各地联动。

刘璐认为，长租公寓属于重要民
生领域，爆雷的危害很大，租客不仅难
以退款，还无房可住，很容易激化矛
盾。“重要民生领域应回归服务业属
性，防止过度金融化，要着力引导企业
降杠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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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起挂牌督办案件
查处涉黑涉恶等4731人

记者 27 日从全国扫黑办获悉，
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 111 起
案件，已判处涉黑涉恶罪犯 1951 人；
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4731
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1254
亿余元。

据介绍，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
办的 111 起案件，尚在侦查阶段 1
起，审查起诉阶段 2 起，审判阶段 57
起，判决生效 51 起。

据新华社

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这件事，不
仅今年严查，专项整治更延续到 2021
年！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27日在工信
部召开的全国APP个人信息保护监管
会上表示，工信部将加大力度，从2021
年初继续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对
有令不行、整改不彻底、反复出现问题、
搞技术对抗的企业和APP严厉处置。

远程医疗、智慧交通、电商购物
……你在享受数字经济的便利同时，是
否也有过被电话骚扰的不快？

新技术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
新业态的同时，一些 APP 侵害用户权
益问题也在显现，对违规 APP 进行整
治是当务之急。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鲁
春丛说，工信部连续两年部署开展专项
行动，并在 2020 年 7 月以来针对 APP
常使用的SDK（软件工具开发包）存在
侵害用户权益等问题，部署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目前已完成国内用户使用率
较高的44万款APP技术检测工作，责

令1336款违规APP进行整改，下架94
款拒不整改的APP。

刘烈宏说，工信部将狠抓严查APP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紧盯反复出现问题
被点名通报的重点企业。同时推动
APP 及 SDK 开发运营者、应用分发平
台、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设备厂商、安全
厂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会上11家互联网企业代表向社会
做出公开承诺，将严格落实整治工作，
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11月25日，天气寒冷，位于北京
市东城区的蛋壳公寓总部却挤满了房
东和租客，他们在焦虑地排队等待登
记信息。

在场的房东陈女士告诉记者：
“来也只是做个登记，收不到房租，
不知道该怎么办。”租客刘先生过来
咨询自己的“租金贷”如何办理征信
保护，“现在租的房子正跟房东扯皮
呢，但每个月贷款还得还。”刘先生
很无奈。

多地蛋壳公寓
现拖欠房东租金等问题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蛋壳公寓陷
入资金链危机，多地蛋壳公寓出现拖
欠房东租金、公寓断网、找不到管家等
问题，与此同时，其杭州办公室撤下招
牌，成都办公室人去楼空……

11月16日，蛋壳公寓官方微博称
“我们没有破产，也不会跑路”。但近
日，事件持续发酵，由于收不到房租又
没有解决方案，一些房东深夜撬锁、驱
逐租客，租客被迫搬家、租金贷还得接
着还，同为受害人的租客和房东矛盾
不断激化……

8月以来，已有多家住房租赁企业
爆雷，而此次蛋壳公寓陷入危机无疑
带来更大影响。成立于 2015 年的蛋
壳公寓在短短 5 年内手握 40 万间房
源，业务也从北京扩大至全国13个城
市。2020年1月，蛋壳登陆美国纽交
所，成为第二家在美上市的中国长租
公寓企业。

业内人士分析，高价收房源和租
金贷在蛋壳的快速扩张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房东张先生说，2018 年，一名蛋
壳公寓业务员来电询问他的房子是否
出租。“后来发现同小区业主几乎都接
到过电话，说明当时他们抢房源还是
比较激烈的。”张先生说，当时蛋壳开
出的月租价格比市场价高出约 500
元，房子还有人打理，就签了一份五年
的合同。

租金贷即租客与长租公寓签订租
赁合同，长租公寓运营商与金融机构
合作，引导租客办理贷款并一次性预
付一年房租及押金，长租公寓运营商
向房东月付或季付租金，租客每月偿
还贷款。

租客刘先生说，选择租金贷是迫
于北京的高房租压力。“我刚上班，押
一付三的压力比较大，选择租金贷就
能月付，并且贷款利息由蛋壳支付，对
我来说相当于免息贷款。”

通过租金贷杠杆
迅速积累庞大资金池

蛋壳公寓赴美上市前的招股书显
示，2018年和2019年前九个月，通过
租金贷获取的租金预付款分别占公司
租金收入的88%和80%。而首家赴美
上市的长租公寓企业青客公寓，有六
成以上租金收入来自租金贷。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璐表示，
非自持式长租公寓是一个重资本、
轻资产的行业，由于租客和房东的
付款周期不同，通过租金贷的杠杆
作用，长租公寓企业能迅速积累庞
大的资金池，从而收购更多房源扩
张规模。

刘璐认为，这种模式与此前互联
网企业通过资本“跑马圈地”的模式如
出一辙，但其风险更大，一旦遇到租金
下降、房屋无法如期租出去等情况，便
会造成租金贷模式无法维系，进而资
金链断裂。

“近年来资本纷纷涌入长租公寓
行业，但其实这个行业利润率很低。”
成都市房地产经纪协会常务副会长刘
翔说，正常经营的企业基本要做到
90%至 93%的入住率才能盈利，今年
疫情后，大部分企业达不到这一标准，
经营很艰难。

蛋壳公寓招股书显示，2018 年，
蛋壳公寓净亏损达 13.7 亿元；2019
年 前 九 个 月 ，净 亏 损 达 到 25.2 亿
元。对此蛋壳解释称是由于其持续
高速增长。

“没有规模，资本很难投你，做规
模就是多收房，一旦市场有波动，入
不敷出，很容易爆雷。”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

蛋壳公寓成都办公室大门紧闭

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持续
引发社会关注，将房子租给蛋壳公寓
的房东、租住在蛋壳公寓内的租客，甚
至蛋壳公寓办公场所的物业，都面临
一系列麻烦。

11月24日9时，记者来到位于成
都太升南路雄飞中心的蛋壳公寓办
公室，办公室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公
告，承认公司资金链遇到问题，并附
上供业主反馈信息的二维码。该写
字楼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他
们接到蛋壳公寓的电话后，按照对方
要求贴上去的。

此时正值早高峰，进入写字楼的
人很多，但来到 15 楼的，大部分是前
来维权的房东。

所谓房东，就是将自己的房屋委
托给蛋壳公寓出租的个人业主，蛋壳
公寓与他们签署了“资产委托管理服
务”合同，无论房屋是否找到租客，蛋
壳每月都要向房东支付租金。

在场的多位业主表示，已经一个
月多没有收到租金。

一位房东告诉记者，11 月 23 日，
该办公地点还在受理业主解约登记，
但24日再来就已经大门紧锁。

随即，记者又赶往位于成都太升
北路江信大厦的蛋壳公寓办公产所，
这里此前是蛋壳公寓成都培训中心，
上周还在受理租客线下退租登记，但
已于22日关闭。

培训中心的大门上贴着通知，称
因寻找相关部门解决新的接待场地，
改为线上接待，租客扫描二维码登记
信息后，蛋壳公寓将在一两个工作日
内电话回复。

尽管很多蛋壳租客群内已有人通
知大家，蛋壳公寓在成都的两处办公
地点大门紧闭，但依然有一些人来到
这里寻求帮助。

在江信大厦 17 楼的蛋壳培训中
心门前，一位租客表示，她已把一年的
租金交给了蛋壳，上周房东告诉她，限
她3日内搬走。

此外，现场还有部分租客采用蛋壳
公寓和微众银行合作的“租金贷”模式
按月支付房租。一位租客表示，当初他
是因为看到用“租金贷”月付的模式优
惠力度较大，所以才申请了贷款。“其实
很多人用租金贷的时都不知道自己背
上了贷款，以为只是‘分期’，不是每个
蛋壳管家都会详细告知风险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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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房东租金、公寓断网、找不到管家…

蛋壳公寓陷资金链危机

侵害用户权益 1336款APP被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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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民生领域
应防止过度金融化

位于成都的蛋壳公寓办公室大门紧闭。

多名房东、租客上门“讨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