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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话题

出租房乱象何时休？
加强管理规范市场还需探索新模式

7月16日凌晨，常熟一出租屋发生火灾，造成22人死亡、3人受伤。据调查，该出租屋为当地某饭店租用，作为员工
宿舍。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来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大量出租房涌现，然而，出租房管理却成了老大难问
题，如消防问题、群租问题、治安问题、文明素质问题等都比较突出，如何进行有效管理？近日，我省相关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出租房屋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的通告》，出台新规加强出租房屋管理。那么，我市住房租赁市场情况如何，记者
为此进行了调查。

出租房乱象重重
扰民频现居民苦不堪言

乱象一：
小区车库被改为出租屋

记者在开发区一小区看到，
该小区一楼的很多车库被改为
出租屋，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卧
室和厨房，室内杂乱不堪，电线
私拉乱接，而且多个瓶装煤气罐
被随意安放。“这些租客都没有
办理合法的租房手续，不少是做
小吃、煎饼等生意的，他们每天
都推着挂着煤气瓶的电动车进
出，声音嘈杂不说，万一使用煤
气瓶不慎，就可能会爆炸殃及小
区居民，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
患。”一些居民告诉记者，有的租
客一大早就在车库里翻炒煎饼
馅料，油烟都飘到楼上住户家
中，味道特别浓烈刺鼻，对人的
身体健康也有影响。

乱象二：
出租房成了员工“宿舍”

傍晚到家，看见有五、六个
陌生人拎着行李进楼，市民胡女
士立马猜到，新的租客来了。胡
女士所住的小区位于南门，是一
个老小区，小区里流动的租客占
了不小的比例。

“我们这栋楼不少房子都被
租出去了。”胡女士观察过，其他
每个单元里都有几户群租房。

“我们顶楼的那户就是一家美发
店的员工宿舍，因为有阁楼，所
以一共有八个房间，就算每个房
间住两人，一间房子里就住了

16 个人。”胡女士说，美发店的
员工流动性也大，可能刚有点面
熟，过段时间就又换人了，所以
根本搞不清楚他是不是住在这
栋楼里的。加上有时候租客再
带一些人过来，就更混乱了。“虽
然知道这些租房的人不容易，但
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出入，万一
有不法分子混住在一栋楼里，我
们的安全谁来管呢？”

乱象三：
各式噪音让人夜不能寐

“哎，昨天又是半夜 2 点被
吵醒的。”市民李小姐带着黑眼
圈走进了办公室。楼上的租客，
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梦魇”。
从去年开始，家住开发区一小区
的李小姐家楼上搬来了新租
客。该户业主是按房间出租的，
连客厅也住上了人。“不过，这是
邻居的权利，我也不好过问。”可
是最近这段时间，李小姐发现了
问题。由于每个租客的工作时
间都不固定，最晚的大概要到半
夜才到家，进屋时就砰砰摔门，
穿着高跟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开着电视大声说话，有时半夜 1
点了还开洗衣机洗衣服。“偶尔
一次还能理解，可天天晚上都是
如此，12 点前就没消停过。”李
小姐多次上楼协商，也曾找物业
公司投诉，可租客们依然我行我
素。被噪音包围的她，只能盼望
租约早点到期。

◆ 陈晓玲 文/摄

管理成老大难问题
盼多方共同探索管理新模式

住房租赁交易中的种种不规
范，让承租者租得不放心，住得不
安心。合同上有明确的租赁期
限，但出租者可能会以各种各样
的理由要求承租者搬出，住房出
租者缺少约束，承租者除了租金
支出之外，还可能遇到押金不能
全额拿回的问题。另外，中介在
住房租赁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没有中介，住房租赁市场也不
可能全面兴起。但是，与此同时，
一些中介鱼目混珠，占尽承租方
和出租方两边便宜，甚至还有中
介卷走租金，让各方承受损失。

市场的不规范使出租房管理
成了老大难问题，像消防问题，群
租问题，治安问题，文明素质问题
等都比较突出，怎么样来有效地
管理？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2011年2月起施行的《商
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中要求房
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房管部门办
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不备案的
给予行政处罚，但对于房屋是否
为出租房取证较难。而对于“租
房备案”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

中介和房东及租房者，很多人并
不知道“租房备案”政策，在大多
租赁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更不会
体现这一点，因此也导致不少纠
纷难以解决。

除了出租房屋备案这一方法
外，在与该负责人交谈的过程中，
他觉得可以“因地制宜”探索一些
对出租房屋的新型管理模式。“像
杭州，最近政府就和阿里巴巴共
建了智慧租房平台，智慧租房平
台的最大特点是通过电子版的身
份信息及人脸识别技术对租客、
房东、中介身份进行验证，实现了
租赁环境、租赁房源、租赁信息

‘三个全’的目标，有利于遏制租
房乱象。此外，浙江嘉兴市探索
出租房管理新模式，把“人来登
记、人走注销”的旅馆业管理模式
用到了出租房管理中。”该负责人
表示，既然现在“互联网＋”这么
发达，完全可以借此建立一个安
全可靠的租房平台，虽然实现起
来还有一定困难，但却能避免很
多隐患。

制度还需规范完善 一大波租房新政密集袭来！
在房地产市场中，很多法律

条款都是针对房屋买卖行为，在
房屋租赁方面却存在立法不足
问题。可喜的是，记者注意到，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在房屋租赁
市场方面的立法脚步已明显加
快，一大波租房新政密集袭来。
5月 19日，国务院发布了住建部
《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其中涉及租金、合
同制定、押金收取、居住空间标
准等多个方面，鼓励出租人与承
租人签订 3年以上的租赁合同，
房租按月支付；住房租赁合同中
未约定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的，
出租人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明
确出租人扣留押金的，应当承担
举证责任等。这对目前房东随
意涨价，押金不能顺利拿回甚至
被房东强制赶人等无疑是一次

有针对性的监管强化，让租房者
得到应有的权利保障。

近期，住房租赁市场改革也
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先是上海
开启只租不售住宅用地，又是广
州提出租购同权，再到不久前国
家 9 部委联合发文在深圳等 12
个城市试点租赁市场改革……
从各地实施办法来看，有关部门
除集中增加租赁房供应外，还把
加强管理和服务、规范租房市场
等问题列为重中之重，以此遏制
各种租房乱象。

随后记者也从我市相关部
门了解到，近日，省公安厅、住建
厅和工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出租房屋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的
通告》，出台新规加强出租房屋
管理，其中包括出租住房应当以
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
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厨
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
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出租合同
订立后三十日内，出租人应当到
租赁房屋所在地的建设（房产）
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等。15日，我省还召开出租房屋
安全隐患集中整改电视电话会
议，要求对出租房屋普遍存在设
施简陋、居住人员流动性大等问
题加强监管，及时、准确采集出
租房屋和居住人员信息，从现在
起至今年底，将开展出租房屋安
全隐患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出租房屋管理，彻底消除安
全隐患。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一系
列政策的出台，是对房屋租赁市
场的规范发展释放出重大信号。

租房应注意什么？ 这些“招数”你必须GET！
一、尽量选择安全渠道。

最好通过知名、连锁的房屋中

介公司租住房屋。如果通过小

中介公司、私人关系介绍或直

接在网站上搜索等方式找房，

无疑增加了风险成本。在这种

情况下，甄别的时候更应谨

慎，面对“房东直租”“朋友介

绍”“未到期转租”等关键词

时，务必提高警惕。

二、提高信息甄别能力。

在租住房屋时一定要对房屋及

房主信息进行仔细核实，以防

被骗。最理想的方式是在确定

要租住某套房源时，去房屋登

记产权中心等单位查询房屋状

况，获取最准确的资料。

三、签订合同保障权益。租

房一定要签《房屋租赁合同》，学

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对双方都有

约束。如果是与房东直接签合

同，应仔细查验房东出示的身份

证是否与房产证上的信息一致。

如果是共有房产，房产证上的房

屋所有者不止房东一人，应要求

房东提供其他人同意的书面授

权证明，避免纠纷。签订前一定

要仔细阅读合同内容，要将房

屋租赁所在位置、间数、面

积、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期

限与方式等写得清清楚楚。切

记不要做口头约定，防止出现

故障或者纠纷后空口无凭，有

理说不清。

四、租客提交身份证等重要

证件的复印件时，应在复印件上

注明“租房专用”字样，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规避风险。

五、遇事及时报警。如果

市民在租房过程中被骗，应第

一时间报警，保存好相关的证

据，尽可能地配合警方工作。

中介在住房租赁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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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合适？

在校大学生：
视城市消费水平而定

当浙江这位妈妈发帖之后，
与她女儿在同一座城市上大学的
小周同学就称，每月 1200元在杭
州确实不够，随着物价的上涨，城
市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大城市上
大学的学生们生活成本也随之增
加。而且现在除了基本的吃穿
外，聚个会，逛趟街，淘宝剁回手，
这点钱很快就没有了。

“1200 元一个月，相当于 40
块钱一天，如果天天吃快餐倒也
够了，但是要涮串麻小海底捞，烤
肉日料生煎包，那基本就拜拜
了！”南京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小刘
打趣地说，如果不能逛街看电影，
那大学上得还有什么意思？这还

没加上谈恋爱的费用呢，每月没
有3000元根本打不下来！

同样在苏州上学的小费就
表示，每月的生活费应该给多少
与就读城市、家庭状况等有关
系。而她应对紧巴日子的办法是
出去做兼职，一方面减轻家里的
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使自己在大
学里的日子过得宽裕一点。“1000
元左右一个月的生活费肯定是不
够的。”小费说道。

家长们：
不能超过工薪族月工资

面对孩子们直喊“不够
花”，家长们也坐不住了。“那些
说一个月生活费要花 3000 元的
大学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家长每月工资才多少钱
啊？”宝妈李女士称，养孩子不
能随便迁就，不能在上学期间就
学会了攀比。

“每月生活费花多少，我认
为应量力而出。”市民张先生就
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地上大
学，他只有在开学初和期末的时
候多打一点钱给儿子，平时的生
活费也就 1000 元左右。而且张
先生还认为，小孩子从小就要学
会精打细算，大手大脚花钱惯
了，以后也不会懂得过日子，对
孩子的成长也不利。“如果他实
在不够花，我也会引导他参与社
会实践，这样他不仅能靠自己的
努力赚些生活费，还能积累社会
经验，一举两得，所以不能随便
多给孩子生活费。”张先生说道。

最后，李女士还补充称，有
的家长无休止地给孩子打钱，甚
至超过了自己每月的工资，实在
不理性，应该根据自己家庭的实
际状况，与孩子沟通明白，才能
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和不
易。

往届毕业生支招：
充分开发大学食堂

“谁还没在大学里过过紧巴
巴的日子？”刚毕业一年的小沈调
侃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来依然津津
乐道。作为一名“老大学生”，小
沈给广大在校生支了一招：充分
开发大学食堂。

小沈称，大多数高校食堂虽
然奇葩菜层出不穷，但两大“基础

菜”算是“千年不变”，堪称“省钱
神器”。那究竟是什么呢？“一是，
米饭。”小沈说，高校食堂里的米
饭多为免费提供，如果菜不够吃，
大家可以多吃点饭啊，配上拌饭
酱或老干妈，吃饱肯定是没问题
的。“二是，免费汤。”小沈称，大学
食堂里的汤量足，款式固定，属于
百搭爆款，捞出来的蛋花和白菜
可以自行搭配成任何菜品：水煮
蛋花、蛋花白菜……必有一款适
合你。“这样解决伙食，还担心一
个月生活费不够用么？”小沈笑着
说道。

更多大学毕业生回忆起校园
生活都感叹，生活费究竟花多少
因人而异，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确实会有所增加，但也不会太离
谱。2001 届大学毕业生小王就
坦言，他上大学那会儿 300元一
个月也够花。2006 届毕业生小
张也表示，自己作为女孩子，
600元一个月生活费，也照样念
完四年大学，没有觉得特别紧
巴。“还得看你如何分配生活费
吧，学校供吃供住，价格也便
宜，花不了多少钱的。”小张最
后说道。

（张敏）

怀孕后的儿媳难伺候，怎么办？
同龄“大妈营”：
为了家庭和睦，
别去计较小辈的无礼之处

你也是过来人，同时作为
母亲，你应该能体谅怀孕中的
妇女。当然，作为婆婆，你已
经做得够好了。儿媳虽然不上
班了，但你表示体谅，为她洗
衣做饭，每天还问她想吃什
么，尽量做到对她胃口，可谓
细心周到。你老伴这么喜欢吃
肉的人，居然也为了儿媳忍
了，说明你们老两口都是通情
达理的长辈。

然而，你们觉得如此用心
还是没有换来儿媳及亲家的肯
定，内心有点冤。其实也没那
么严重。你儿媳确实也有做得
不合适的地方，毕竟吃顿烤鸭
这么点小事完全没必要对父母
说，说明她骨子里仍是一个率
真的“孩子”，在人情世故上还
有所欠缺。一方是父母，一方
是公婆，亲家之间产生矛盾，
她作为女儿作为儿媳夹在中
间，根本没啥好处。更何况，
她还住在婆家呢。所以这么一
个不太懂事的小丫头，你们没
必要与她较真，特别是在她怀
孕的特殊时期，为了家庭的和
睦，也为了即将出世的孙辈，
就别去计较小辈的无礼之处
了，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心
里舒坦了，一切就会往好的方
面发展的。

儿媳“朋友圈”：
女人怀孕后变得“难伺候”很
正常

现在的孕妇又不是以前的
农村妇女，生四五个就跟下蛋
似的，生产前还能在地里干
活！那时的物质条件、生活环
境、生育质量等等都不能和现
在同日而语。比较起来，城里
长大的女孩要娇惯一些，怀孕
期也比较难伺候，很正常。谁
家还没有需要伺候的孕妇呢？

当然，即便是城里的女
子，因个体体质的不同，有的
怀孕期能安然度过，几乎没什
么异常；有的可能会表现得痛
苦万分，甚至无法正常工作生
活。妇产科的医生也表示，现
在确实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妊
娠反应特别大，情绪有点不稳
定，人很难受，也就变得特别

“作”。你儿媳或许就是属于这
么一种情况。既然属于正常范
围内的反应，作为婆婆就应该
多多体谅，毕竟她身体里面正
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
生命也是你们全家的希望，还
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呢？难伺
候也是暂时的。

小编忠告：
别让你儿子闲着，让他起点作
用

分析起来，你儿媳心里一
直有个疙瘩没解开，很有可能
与当初你们没有给他们单独买
房、没给足钱给她买钻戒有
关。她感到不开心，到今天都
耿耿于怀。年轻人有点虚荣心
可以理解，但也应当量力而
行。要明白婆家是工薪阶层，
为儿子的婚事已经倾尽所有
了，这一点你儿子在结婚前就
应该与她沟通好，再说了，几
克拉的钻戒，不是应该你儿子
买么？为什么她那么理直气壮
地问你们要钱？

儿媳嫁进门后，吃住在婆
家，婆婆公公也没有亏待她，
她还要给公婆脸色看，这就不
对了。这方面你儿子也有责
任，别让他像个没事人一样，
置身事外，也要让他扛点责
任，起点作用。让他去开导妻
子，劝慰妻子，努力帮妻子打
开心结。在岳父岳母方面，做
女婿的也要主动去做些疏通和
解释。你儿子去说，比你们去
和亲家沟通要好。最后，小编
想说的是，无论娘家婆家都是
一家人，相互沟通理解，家和
万事兴。

（熟泥）

最近一位浙
江的妈妈在网上

发帖称每月给上大
学的女儿1200元，遭
怒怼：是不是亲生的？
此贴一出引发网友热
议。该给孩子多少生活
费才合适让很多家庭及
家长们感到困惑和无
奈。1200元一个月，到
底够不够花呢？听听
在校大学生、往届毕
业生与家长们怎
么说。

小编：
可能儿子和儿媳临近结婚的时候和我们

老两口闹了点别扭吧，嫁进门后的儿媳越来
越难伺候，现在她怀孕了，我感觉我这个婆婆
的苦日子也来了。

当初为了给儿子结婚，我们买了一套三
室两厅两卫的大房子，目的是全家住一起，相
互有个照应。可儿媳不肯，提出要我家再买
一套给他们单住，我们没答应，事实上作为工
薪阶层的我们，能在城里买套大房子给儿子
结婚已经很不容易了。后来，儿媳又提出买
枚大钻戒，我们又搞不清几克拉要多少钱，只
给了她一万元，结果她很不高兴，说不够，但
最后我们也没再给钱。也许就是这两件事，
导致她内心有了疙瘩，从嫁进门住进我家开
始，就再也没有给我们好脸色看过。

现在她怀孕了，更是想着法子“作”我
们。她孕吐厉害，还不能闻家里的油烟味，更
不能看到桌上有鱼有肉，说看到了就想吐。
我老伴是个无肉不欢的人，现在为了照顾儿
媳的情绪，只好忍着不吃。看她这模样，儿子
也心疼她，就让她把工作辞掉了，在家安胎。
我们也很体谅，更不敢怠慢，她换下的衣服统
统由我洗掉，每天都问她想吃什么，我去买。
可她又不说，买来做好了，她又说不对胃口。
到了夜里她还要折腾我儿子，一会儿说要吃
麻辣烫，一会儿又要吃榴莲，逼着我儿子立时
三刻去买。最气人的是，有次她打电话给她
妈妈，说想吃烤鸭。我听了就来气，我可以去
买的啊，搞得我们全家虐待她一样。结果，亲
家夫妻赶到我家，进门就气呼呼的，也不和我
们打招呼，径直走进女儿房间。临走时，亲家
母有意高声说：“宝贝女儿，以后想吃什么告
诉妈，我做好了送来！”你们说，这叫什么事
嘛？

方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