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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堆积易燃物的仓库、房间里存放煤气罐、私拉线路给电瓶车充电……

出租房里到底暗藏了多少安全隐患
今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全区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星级化”管理工作推进会上提出，在全区范围内推行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模式。通过强化各层面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全区出租房
“七个 100%”目标，即居住出租房屋登记备案率、流动人口登记率、流动人口信息准确率、居住出租房屋安全隐患
整改合格率、违法违规责任主体查处率、违建不得出租整治率 100%和无证照经营整治率均达到 100%。截至 6 月初，我区已完成 24 个一级“旅馆总台”的建设工
作。10 月底前，
要求完成其它建设范围内的二级
“旅馆总台”
建设任务，确保余杭居住出租房屋全覆盖。
根据会议要求，全区各地对出租房管理施加重锤，以
“零容忍”的态度开展安全整治行动。连日来，记者跟随公安部门走访了多个镇街，排查中发现确实存在私
拉电线、乱堆乱放、流动人员混杂未登记、消防设施过期等隐患问题，
租客的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房东也疏于安全防范。
记者 杨荣 陈轶东

聚
焦：出租房管理
责任部门：崇贤街道
乔司街道

直击现场

近两日，记者随同公安部门走访了崇贤街道和乔司街道，发现出租房存在私拉电线、暂住登记过期未及时办理、灭火器未按要
求投用、辅房用来出租、房间里存放灌装煤气等安全隐患问题。以下是记者在走访现场拍到的图片——

崇贤街道

大安村后车浜 38 号有辅房出租

乔司街道

辅房内有人居住且物品堆放杂乱

大安村某出租房内存放了两个煤气瓶

永西村四组的一处无证服装加工厂

辅房成了堆放易燃材料的仓库

一位租户的暂住证已过期未办理

孙女士（良渚街道某小区居民）：我
们小区有业主将原有的三室一厅房子
改变了格局，把客厅隔成多个房间，再
出租出去，这样一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

无证服装加工厂私拉电线为电瓶车充电

永西村一出租房楼道内的灭火器已过期

记者从区租房办了解到，4 月 12 日以来，全区共检查居住出租房屋 8.4 万户，发现隐患 4157 户、7264 处，复查整改 2347 户、3512 处。查处违规房东 731 名，其中拘留 2 名；
排查发现违建出租房屋 2630 处，清退停租 827 处、拆除 666 处。同时，区租房办牵头开发
“余杭居住出租房屋信息展示平台”，
租客可以到已建成
“旅馆总台”
的村社现场去体验。

部门回应

针对记者走访发现的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崇贤街道副调研员雷斌、乔司街道党工委委员金忠祥……

一 问

全区居住出租房屋
“旅馆式+星级化”管理工作推进会明确提出，要实现
“七个 100%”目标，其中之一是违建不得出
租整治率 100%。崇贤街道辖区内有不少居民将辅房出租，请问，街道如何排查整改这方面的问题？
崇贤街道回应：崇贤辖区内
外来人口日益增加，进一步带动
租房市场。2015 年，崇贤出租户
4000 多户，而现在是 9500 户，这
给巡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针对记者发现的大安村后

车浜区块里辅房出租问题，我们
也在巡查，确实存在巡查不到位
的情况。针对记者发现的问题，
我们已经开始整改。
为了确保出租房屋的消防
安全，我们已经加大工作力度，

根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以网
格为单位，每天开展出租房内的
消 防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工 作 ，每 天
13：30—21:00 期间，13 个巡防分
队对区域内进行普通化检查，同
时每周定期开展两次清查，对存

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进行处理，并
要 求 整 改 。 今 年 以 来 ，已 查 处
280 余起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且
已全部完成整改。
除了出租房屋的“五必装”
外，从 4 月份开始，我们开始推进

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星级化”
工作，对 13 个村社不符合标准的
租房，责令立即停止出租行为，
并取缔不合理的租房。与此同
时，由每个社区集中安装电动车
充电桩，
排除安全隐患。

二 问

乔司街道的外来人口约有 20 多万，租房市场需求量大。出租房管理中，基础信息排查、安全隐患整治、重点人员管
控都是重中之重。请问，乔司街道出租房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方面有何举措？
乔司街道回应：自推进会开
展后，乔司街道对出租房安全隐
患进行了排查，目前，已基本完
成排查工作。对于媒体走访中
发现的问题，不排除有回潮反弹
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在管理中遇
到的难点。

目前，乔司辖区内出租房排
查主要依托网格化管理，321 位
专职网格员上门要求房东开展
自查，专职网格员进行复查，对
复查中发现的问题，上传至基层
治理 APP，责令房东整改。对于
拒不整改的房东，由公安发放责

令整改通知书，在规定的 7—15
天完成整改，规定时间内还未完
成整改的，将进行处罚。6 个月
的时间里，我们约谈了房东 271
户，处罚的 169 起案件中，涉及消
防安全处罚的有 30 户。
我们在排查中发现，还存在

电动车占用逃生通道、消防“四
件套”缺失等问题。接下来，街
道将会同公安、市场监管、城建、
城管等部门对出租房联合审查，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责令房东整
改至合格，整改期间房子不得出
租。同时，严格执行租房备案准

入制度，不符合要求的出租房一
律不得出租。
目前，我们已经向辖区居民
发放了 2 万份宣传资料，进一步
落实房东主体责任。只有房东
的 安 全 意 识 提 高 ，消 除 安 全 隐
患，才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三 问

出租房屋
“旅馆式+星级化”管理，是一个循序渐进、分类推进的过程，要实现全区出租房
“七个 100%”目标，除了排
查整改，还需要长效落实，防止回潮反弹。请问，街道有哪些长效管理机制？
崇贤街道回应：在消防安全
宣传方面，我们已经联系华数、
电信，还利用折页等方式进行多
方位宣传。在小区或农户家显
眼的位置，也粘贴了相关宣传海

报，发现问题，居民可以联系专
职消防救援电话。为了让大家
牢记安全，在每月的 19 日，还有
消防安全知识竞赛。后期，街道
也将不断加强检查力度，即查即

改，消除隐患，
防患于未然。
乔司街道回应：依托“旅馆
式+星级化”管理，街道将对辖区
出租户进行星级评比，星级较高
的说明房东对安全意识的重视

东湖街道
整改清单 崇贤街道

程度高，对于这类可以延长检查
间隔时间。对于无星级的，根据
村规民约相关规定，予以停水停
电，约束房东自查整改，网格员
定时检查。对于存在安全隐患

较多的，又不积极整改的，将在
社区公告栏内予以曝光。接下
来，我们将建立房东协会，通过
章程督促房东尽到相应义务。

东湖街道
整改清单 乔司街道

农户辅房出租、房间内存放煤气瓶等
问题：
问题：

灭火器压力小、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已注销、电动车违规充电等
问题：
问题：

1、立即进行核实，
并对租户作出警告；
对策：
对策：

1、网格员核实信息，
立即责令业主整改；
对策：
对策：

2、严格把控管理房屋出租，对于不符合要求的，
坚决不允许办理；
3、利用华数、电信、折页等做好安全宣传，
加大检查，消除隐患。

晨报

时论

租得放心、住得舒心、管得省
心，这是房东、租客和城市管理者
对出租房的各自期待。然而，现
实环境中，消防隐患整改难、社会
治安防控难、流动人口管理难一
直是出租房的“老大难”
问题。
其实，针对房屋租赁的常见
“病灶”，近年来，城市管理部门动
的手术不少，开的药方也挺多，但
毋庸讳言，出租房身上的顽症尚
未得到根治。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租赁房屋过于分散，没有
统一的管理机构或平台，导致不
少租赁房屋游离于监管之外。一

2、对出租户星级评比，隐患较多又不积极整改的，在公告栏内予以曝光；
3、公安、安监中队不定期开展检查。

让
“老大难”不再难
○斋 语

些房屋租赁者，只考虑利益回报，
不考虑安全隐患。而城市“漂一
族”则更多地考虑租金高低，无视
房屋的安全风险等。
如何有效管控出租房，不让
问题和隐患反复上演，出租房管
理需要探索和创新。鉴于此，按
照全市统一部署，在前期试点基
础上，今年 4 月起，我区结合区情
全 面 推 进 居 住 出 租 房 屋“ 旅 馆
式＋星级化”管理。这是出租房
屋管理模式的一次全新变革，也
是社会综合治理的一次创新。
何谓“旅馆式＋星级化”？通

俗地说，就是参照旅馆业开张审
查、入住登记、监督检查、退房注
销管理模式，将分散的一栋栋、一
间间出租房，当作旅馆的客房进
行管理。同时，对这些“虚拟旅
馆”进行综合评分，从安全隐患、
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环境等方面
划分等级，
实施动态监控。
4 月召开推进会至今，两个
月时间内，我区坚持问题导向，注
重整治规范，查死角、找盲区，以
“雷霆”之势治理出租房“顽疾”，
查处了一批问题出租房，应该说，
首战告捷，效果初显。但不可否

认，离既定目标尚有不少距离。
按照时间节点全面推进出租
房 管 理 ，当 下 需 要 做 的 工 作 不
少。比如，要进一步强化网上信
息核查，全面采集梳理全区流动
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信息，确保
底数清、情况明。比如，要严格落
实“五必配”
“ 五严禁”
“ 五不租”
“五不准”，坚决查处违章建房、违
规建群租房，对隔断分租、通道狭
窄、杂物堆积、私拉电线等安全隐
患零容忍，决不让“带病”房屋出
租。
在工作推进中，需要公安、消

群众批评

防、住建、镇街和村社等各个层面
形成合力，把工作做实做细。因
为只有“旅馆总台”信息齐全，监
管才能到位，管理才能规范。
当然，推进这项工作还需要
做好耐心宣传，得到群众，特别是
房东的理解和配合。要让房东明
白，眼下的繁琐整改，是为了长远
的便捷和安全。
我们期待，通过这次管理模
式上的釜底抽薪地变革，能将缠
绕在出租房身上的所有“病灶”一
一切除，让“租得放心、住得舒心、
管得省心”
从期待变成现实。

莫奇（东湖街道红丰村村民）：有些
出租房里，为了安全着想，房东让租客
使用电磁炉代替灌装液化气，但有些租
客并不能理解，认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
正常生活。他们会反问，既然不能使用
煤气，为什么要将房子出租？
喻佳（良渚街道某小区居民）：农民
出租房内的电瓶车一律不得停在主房
内，需与主房有一定间距。在密闭空间
内，电瓶充电要做好漏保措施，以防发
生火灾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有的人家
会腾出一间辅房，
专门用于停放电瓶车。
现在，全域基础环境整治要求拆除
这些辅房，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出租
户们的电瓶车没地方统一管理停放，有
的人家也偷偷地从家里接电，产生了安
全隐患。
何明（运河街道天虹村村民）：我们
辖区的公共区域卫生十分脏乱，出租房
屋的外来人员杂，在屋内用明火烧菜等
是常见的事，真害怕哪天发生火灾，害
己又害人。建议政府能对这些外来人
员的信息进行登记，排查出租房消防安
全隐患。
史伟（星桥街道某小区居民）：我们
小区有部分业主将房屋出租给淘宝卖
家，房间成了仓库，货物堆在房间里，有
时过道里也堆满，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建言献策
金明 政协委员
一定要大力加强消防安全的宣传
教育，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科普宣传
栏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全区居民火灾安
全知识的教育。
建议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等基层
部门的作用，加强消防安全巡逻，发现
安全隐患及时报告。积极完善消防设
施，实现安全防火规范化管理，确保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朱碎有 律师
在生活中，消防设施、设备使用的
方法，要更进一步普及，很多人临场不
会使用。再者，有些出租房既然是盈利
性质的，觉得还是应该购买保险，但推
广力度并不是很大。
杨婷婷 市民
租户是否按规定配备了灭火器等
消防设备，出租人员是否都具备临时居
住证等等，这些安全问题我们非常关
心。希望有关部门进行一次针对出租
房的安全意识知识学习，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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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余杭新闻网（www.eyh.cn）点
击顶部“问政”按钮进入意见或建议填
写页面；
2、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余
杭晨报”
（eyheyh），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
栏或者发送关键字“留言”，您将会收到
留言页面，按照提示填写“您的姓名+手
机号+意见及建议”
；
3、拨打晨报新闻热线 13735501111
留言。
4、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余杭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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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供的有效线索或是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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