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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塘港口，
渔船陆续进入太湖作业。当天是太湖大型渔具开捕第一天。
从今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
行渔业禁捕。从10月1日起，太湖将实行退捕禁捕，用10
年禁捕换年年有鱼。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9月8日，渔民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中心渔港搬
运渔获。秋捕季，崂山区沙子口中心渔港一片繁忙景象。

王海滨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随着高层住宅楼越来越多，小区电梯也越装越
多，成了众多商家争相投放广告的地方。但是，围绕小区电梯
广告的收益问题，业主和物业之间常常产生纠纷。

事实上，在小区电梯内投放广告并无不妥，既能满足有需
要的小区居民消费需求，同时也给小区带来了一定的收益，可
补贴物业管理经费，如果将电梯闲置，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资
源浪费。但是，广告投放方式、收益归属等必须依法依规，不
能损害业主权利。

按照规定，小区内的经营活动要经过业主大会或业主委
员会同意，收益也应该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电梯间是公共
空间，因而小区电梯广告如何发布、刊登什么广告、收益多少，
一方面要充分听取业主、业主委员会的意见，尊重他们的利益
诉求，杜绝一些内容不健康、格调低下的广告进入小区；另一
方面，小区电梯广告费属于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不能成
为一笔“糊涂账”，更不能被物业公司擅自使用。

同时，如果业主发现小区物业出现了未经业主同意擅自
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经营的情况，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向有
关部门举报的方式来维权。

总之，电梯广告看似小事，却涉及各方利益，既关系小区居
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也能体现社区的治理能力。只有实
现业主和物业利益平衡，改变物业单方面说了算的弊端，才能
推动文明和谐社区建设。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12345热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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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兴起经营粗放

樊树林

发展长租公寓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供给侧
改革的要求。从供给角度看，目前我国有些
地区住房空置率较高，长租公寓通过连接物
业、业主和租客，满足各类租房需求，可为
盘活房地产库存发挥积极作用。从需求角度
看，长租公寓与传统房屋租赁模式相比，更
注重租客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对于更看重居
住舒适度、个性化与交通便利程度但尚“一
房难求”的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

正因为供给端和需求端同频共振，长租公
寓市场吸引了不少企业纷纷抢滩。然而，在一
大批房地产企业和创业公司“跑马圈地”的背
后，也暴露出盈利模式单一、服务标准参差不
齐等一些隐忧。这种“扫街式”的扩张很容易
形成盈利差、回款难、回报周期长等问题，一
旦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一模式就难以为继。事
实也证明，在经历了市场竞争的大浪淘沙之
后，一些长租公寓企业开始遭遇发展困境，甚
至有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宣告破产，
落入了“房东收不到房租、租房客无家可归”
的境地。

尽管如此，随着年轻人逐步成为消费主
体，长租公寓市场潜力依然很大。痛定思痛之
后，长租公寓经营企业一定要加强规范运营，
从“野蛮生长”转向提高行业集中度，坚持依
法规范经营，切实以产品核心竞争力提升消费
者的体验。

为此，相关部门在鼓励长租公寓发展壮大
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出台相应政策和
指导意见，以避免其粗放式发展。除了一些规
模较大的品牌房地产企业外，其他实力较弱的
创业公司有必要加强联合，通过资源整合来共
同抵御市场风险。此外，长租公寓需摒弃单一
盈利模式，让多元化经营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
支撑。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

甲醛问题亟待治理

付 彪

近年来，长租公寓频频出现“甲醛门”，
多地发生租客因甲醛超标维权事件。一些租客
称，要认定房屋为“甲醛房”并不容易。中介
平台给甲醛检测设置了各种要求，重重“玻璃
门”导致租客维权困难。

据业内人士分析，成本控制是造成长租
公寓甲醛超标的主要原因，除了房屋通风时
间短，再就是装修材料差，从源头造成了甲
醛超标问题。据报道，有些长租公寓在装修
房屋时，用料尽挑便宜货，检测也存在造假
问题，有的装修完3天就上架了。加上长租
公寓行业没有明确的装修标准，也没有健康
安全方面的评估限制，甲醛超标问题便很容
易发生。

长租公寓空气质量问题，关乎人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判
断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主要是《民用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和《室内空气质
量标准》，专门针对租赁房屋的环境安全卫
生标准尚无详细规定，造成租房者维权困
难。比如，室内空气质量问题本身存在一定
隐蔽性，租房者不易发现；空气质量需要聘
请专业机构检测，检测方式不一致往往导致
检测结果就不一致；租户自行添置家具、另
行装修等也可能影响甲醛检测结果，容易造
成纠纷。

因此，破解长租公寓“甲醛门”，亟需建
立统一的安全标准和规范。比如，有些地方正

着手制定解决长租公寓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的团
体标准。同时，职能部门也亟需对长租公寓装
修质量加以规范和监管，不能任由行业“野蛮
生长”。

（作者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尽快完善监管机制

盘和林

任何新兴行业的发展机遇总是与挑战并
存。对于长租公寓来说，无论是租下业主房
屋之后转租的“包租式”，还是利用购买和自
持物业开展出租的“自持式”，均以赚取“租
金差”的方式盈利，这两种模式资金回笼速
度都比较慢。这就意味着空置房屋直接导致
租金损失，使企业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如
果没有完整的监管体系和有力的监管举措，
怀有侥幸心理的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在装修
完工不久便铤而走险出租房源，最终造成房
屋空气质量问题。

与当年网约车通过补贴打价格战抢占市
场不同，长租公寓经营者更多是“二房东”
身份，想要抢占市场，就必须有足够的房
源。在资本加持之下，一些企业高价拿房更
有底气，但也加重了“爆仓”风险。同时，
这也苦了真心想要租房的租客，不得不承担
更高的租金。此外，资本入局也使得原本的
租金给付方式增加了变数，“租金贷”便是其
中之一，“租金贷”会将风险转嫁给租客，侵
害租客的合法权益。

从房地产市场发展大趋势来看，长租
公寓是形成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的重要支撑，必须对长租公寓市场加
强监管。不可否认，金融资本的进入为整
个市场带来了活力，但投机性的金融资本
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追求短期利

润、不顾房屋空气质量问题直接出租，给
租客身体健康造成了潜在危害。这些问题
都需要通过加强监管，推出更完善的规范
措施来解决。

（作者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规范运营才能走远

石志新

作为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新业态的长租公
寓，只有规范运营，才能健康发展。

一方面，加快出台相关法律及长租公寓行
业规范、政策等，建立强有力的行业准入标
准。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住房租赁品质规范，
从建筑结构、室内空气质量、卫生环境、治安
消防等方面规范长租公寓管理，让房东和租客
都清楚有关政策、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以保
障房东和租客的权益不受损害。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责
任，对长租公寓要定期实施督查，发现不规范
的问题，要及时跟踪督促其整改，对限期整改
不到位或问题严重的，要加重处罚，构成犯罪
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也需要新闻媒
体监督及畅通个人举报通道，以共同维护长租
公寓市场的规范运营。

此外，还要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对
于违法违规以及不诚信的房东和租客，依法列
入失信者“黑名单”。不妨借鉴法院惩治“老
赖”的办法，限制其高消费及出国出境等，并
通过媒体公开曝光，提高其违法成本。

如今，人们对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视，品质
居住是消费升级趋势下的必然要求。要保障长
租公寓健康发展，相关经营企业必须坚持规范
运营，才能走得更远。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
督监察支队）

近日，住建部发布《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容不仅涉及备受关注的“租金贷”与“甲醛房”问题，对于长租公

寓“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等经营风险也作出了相关规定。近年来，作为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新业态，长租公寓呈现爆发式发展。然而，在满足人

们对住房租赁高品质需求的同时，长租公寓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隐患。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杭州、上海、成都等地多家长租公寓相继被曝

“跑路”，对房东和租客的切身利益及住房租赁行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品质居住是消费升级趋势下的必然需求，未来应如何促进长租公寓持续健康发展？一些读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住房租赁条例

公开征求意见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流动日益频
繁，住房租赁市场持续升温，房屋租赁已成为租
购并举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公平公
正、规范有序的住房租赁市场环境，也被纳入了
立法议事日程。

近日《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不仅按下了住房租赁市
场管理法治化进程的“快进键”，也意味着住
房租赁行业今后将有法可依。

住房租赁看似是租赁双方的小事，实则是
关乎“住有所居”的民生大事，其中涉及各方
主体的利益博弈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疑需要完善的法律兜底约束。没有法律规
范，住房租赁市场中的各方利益主体不仅权利
义务不明，也极有可能使上不得台面的丛林规
则大行其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快立法步
伐，是构建公平公正且规范有序住房租赁市场

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一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的国家级行

政法规，《住房租赁条例 （征求意见稿）》对
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不论是
对租赁范围、单间租住人数和人均租住面积
的界定，还是对押金、租金和佣金的收取与
监管，以及对他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加
工、传输等，都作出了细致规定，改变了长
期以来租房市场利益主体权利义务不明晰的
被动局面，有助于把各方主体的利益博弈规
范在法治轨道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布的 《征求
意见稿》 还对备受关注的“租金贷”与“甲
醛房”问题，以及长租公寓“高进低出、长
收短付”等经营风险作出了相关规定，这不
仅有助于遏制房屋租赁行业“野蛮生长”的
种种乱象，更有助于从源头上使住房租赁行

业根植于良好的法治环境中，有效促进住房
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迎来了良好发展机遇，但种种“成长中
的烦恼”也如影随形，涉及住房租赁的违法
行为屡禁不止，甚至不乏利用住房租赁实施
犯罪的行为。

对此，《征求意见稿》细化了有关法律责任，
除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了警告、限期改正等行
政责任外，还分别把个人和单位的罚款金额提
高至5万元和50万元，并配套规定了没收违法
所得、依法承担赔偿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法
律责任。如此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是在为住房
租赁中的不法行为套牢法治“紧箍咒”，有助于
清除住房租赁市场中的“污泥浊水”，确保整个
住房租赁市场环境风清气正。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营造规范有序的住房租赁环境
张智全

据报道，《厦门经济特区邮政条例》近日获得通过。其中
规定，快递企业未经收件人同意使用智能投递设施投递快件，
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将受处罚。

近年来，快递业蓬勃发展。但是，随着智能快递柜的普
及，快递员不经收件人同意就将快件随意投放快递柜等乱象
频发，消费者意见很大。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
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
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
验收。也就是说，在快递投递的“最后100米”，不经收件人同
意私自把快件放置到智能快递柜是违法的。

然而，这一规定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一方面快递员不了
解投递规定，另一方面监管力度也不够。笔者认为，最根本的
原因是相关法规对不按规定投递快件、不经收件人同意随意
投递快件到智能快递柜等行为缺乏明确处罚标准，导致企业
和少数快递员的违规成本太低。

厦门此次出台的邮政条例，不仅明确不经收件人同意快
件不得放置在快递柜，而且明确了一旦违反规定，当事快递
员和快递公司责任人都要受到处罚，通过明确“投递罚则”，
弥补了长期以来该领域法律缺少“牙齿”的短板，有效提升
了快递违规投递成本，有助于倒逼快递员和快递公司等提升
合规投递责任感，改善快递“最后100米”服务，这一做法值
得肯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
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0
年10月8日。

根据条例，住房租赁企业
等市场主体在从事住房租赁有
关经营活动时，应当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有关规定，禁止哄抬租
金、捆绑消费等扰乱市场秩序
的行为。

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
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
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
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
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
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相
关内容。商业银行发放住房租
金贷款，应当以备案的住房租
赁合同为依据，贷款期限不得
超过住房租赁合同期限。

条例规定，住房租赁企业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展住房租金
贷款业务的，由房产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属于金融违法行为
的，由金融监管部门依法给予
处罚。 （据新华社电）

9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龙湖冠寓瑶海天街店，工作人员在为前来咨询的
租客介绍租赁房屋情况。据了解，龙湖冠寓是面向年轻人租住生活形态及消费升级需求推出的集
中式长租公寓品牌。 解 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