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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331”专项行动的顶层设计，统一整治要求的《苏州市出租房屋居住安全管理条例》将
于下月1日起施行，这势必为推进“331”专项行动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群租房“紧箍咒”越念越紧
本报记者 刘立平 沈卓琪

近日，由苏州市公安局牵头起草制定的《苏州市出租房

屋居住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由江苏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据悉，《条例》借鉴了“331”专项行动的顶层设计，吸

收了“331”专项行动的经验做法，对出租房屋的租赁管

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和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即将施行，会对吴江的租房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尤其是对群租房有何影响？记者近日开展调查，发现群租房

的消防安全要求已越来越严，租赁行为也越来越规范。

吴女士是松陵一家房屋租
赁公司的客户经理。近日，记
者在吴女士的带领下，走进由
该公司管理的两套租房，查看
出租和消防整改情况。

第一套租房在高新路一个
小区里，位于11楼。整套房
屋140多平方米，4室1厅2
卫。客厅从中间隔断，其中一
部分继续作为客厅，另一部分
改成单间，租给了一名在附近
上班的年轻人，整套房分别出
租给了5个人。

进门是一个小客厅，客厅
中间的墙上贴着一张消防巡检
记录、一张太湖新城“331”

专项行动倡议书，以及一张消防
安全责任表，下面放着两只瓶装
灭火器，口哨、消防手电、防烟
面具等消防器材并没有配置。

吴女士表示，对照《条例》
要求，目前该公司已购进了一批
消防器材，正在分批安装。

客厅旁有一间小厨房，里面
没有安装煤气灶，灶台位置摆着
两个小电磁炉和 1 个微波炉。

“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跟租客说
过，租房内是不能使用明火
的。”吴女士说，该公司现在管
理的租房主要分布在松陵和吴江
开发区，有近500套，每套租房
的厨房都是禁止使用明火的。

租房无明火 缺少消防设备

城南派出所相关民警表
示，该所除了积极配合

“331”专项行动外，针对
“331”专项行动过程中出
现的新警情，也加大了依法
查处力度。

近日，有居民发现，安
装在室外的自动投币充电装
置被撬了，里面的硬币被

偷。该所接到报警后，立即
组织警力侦办，在第二天便
将偷币嫌疑人抓获。随着几
起此类案子被迅速侦破，偷
撬行为被遏制。

推广电动车在室外集中
充电后，城南花苑发生了几
起电动车偷盗案件，该所加
大侦办力度，很快就侦破了

这些案子。
“针对‘331’专项行动过

程中出现的新警情，我们依照
快侦快破原则，加大侦办力
度，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的人身
安全和财产安全。”该民警表
示。

对于租户违反整改要求，
涉嫌违法的行为，该所也加大
了查处力度。例如，近期该所
就查处了几起在租房内放置易
燃易爆物品的案子，处罚了负
有责任的房东。

派出所加大打击违法力度

现场直击

吴女士介绍，该公司大多
数房源的布局大体一致，采用

“N+1”模式，将客厅用轻质
砖隔断，一间作为客厅，另一
间作为卧室。但这样的模式有
时行得通，有时却被认定改变
了房屋结构，需要整改。

吴女士带记者来到第二套
出租房，该房位于庞杨路一个
新建小区内，面积同样是140
多平方米，4室1厅2卫，客
厅也被隔断了。

“ 这 套 房 没 有 通 过
‘331’专项行动的检查，被
要求整改。”吴女士说，目前
该套房没有水也没有电，

“这套住房是今年过年
后，我们刚装修好的，3月份

已经住进了2个房客，后来因为
断水断电，一名房客退了房，另
一名房客被换到了另外一个小
区”。

之所以被要求整改，问题出
在一堵墙上。

这套住房中间部分是一个卧
室和一个大客厅，像是一个大的
正方形里放进了一个小的正方
形。交房时，卧室和客厅是连通
的，该公司就在原卧室和客厅之
间砌了一堵墙，再用墙将客厅分
成两部分。在这个区域里，两根承
重柱正好在3个房间的交界处。

“这套房被要求整改的原因
是，客厅的两根承重柱之间只能
有一堵墙，需要将新建的墙面拆
除。”吴女士说。

多隔一间房被责令整改

胡先生在城南花苑南区有
一幢自建别墅，共三层，外加
一个小阁楼。除第一层用于自
住外，其他楼层都出租了，共
租出10间。

在二楼，胡先生打开一间
租房。记者看到，租房的卧室
与卫生间是分开的，靠门的墙
上，放置了灭火器、防烟头
罩、手电筒、口哨，还贴了简
易的使用说明。卫生间靠近窗
户的墙上，放置了一根逃生
绳，一头固定在墙体上。

“一旦发生火灾，只要把
绳子放下来，扔到窗外，就可
以顺着绳子爬下去，很方
便。”胡先生说，这些消防器
材和应急逃生设备，都是按整

改要求配置的，每间租房内都
有。

记者发现，自建别墅二楼窗
户外没有安装防盗窗。“以前装
过，后来按要求全部拆了，一楼
的也要拆。”胡先生解释。

城南花苑的自建别墅间，都
留有约2米宽的通道。在胡先生
别墅的东侧通道里，他在自家墙
上装了一个可伸缩的雨棚，并装
了一套自助充电装置。

“雨棚花了 1000 多元安装
的，自助充电装置花了几百元，
一次可给10辆电动车充电。”胡
先生介绍，这样处理后，租客就
不用在屋内充电了，既安全又方
便，“现在最担心的是防盗问
题”。

自建群租房强化消防整改

张先生是吴女士所在房
屋租赁公司的负责人，他告
诉记者，自2014年进驻吴
江以来，该公司就一直在探
索公寓“N+1”的出租模
式，但自去年“331”专项
行动以来，该公司管理的一
些租房因客厅隔断被勒令整
改。

“同样是客厅隔断，在
有些片区是被容许的，而其
他片区是不被容许的。标准
不一，这让我们有些不适
应。”张先生表示，苏州出
台的 《条例》，明确规定

“使用面积十二平方米以上
的起居室（厅），可以隔断
出一间居室出租”，这让他
对推行“N+1”模式更加有
信心。

张先生介绍了该公司的
业务运作流程：先联系房
东，与房东签订租赁协议；
拿到毛坯房后，公司改造、
装修房屋；装修完成后，由
公司对外招租。

“公寓的空调、冰箱、
热水器等电器，床、柜子、
桌椅等家具都是我们添置
的，加上各类维修和服务费

用，如果按照房屋原有格局出
租，房租收益只能让公司不亏
损，贴钱也是常有的事。”张先
生说，以“N+1”模式运营，
盈利点在“1”上，也就是客
厅隔断出租上，如果“1”不
让做了，摆在他们公司面前的
路只有两条，一是提高房间租
金，二是关门大吉。

一旦提高租金，原来的租
客可能不再续租，空房率会上
升。张先生说，房屋租赁公司
通常要把空房率控制在15%以
下，一旦超过这个数值，公司
就会处于不健康的运营状态。
去年“331”专项行动以来，
他们公司的经营情况一直不太
乐观， 空 房 率 时常略 高 于
15%。

客厅隔断是否可行？

“ ‘331’ 专 项 行 动
中，我们公司有10套房被
要求整改，情况都一样，
都是因为客厅隔断出租。”
张先生表示，为配合行
动，他们将10套房屋内的
隔断墙全部拆了，因此损
失了一部分客户，也损失了

一定的资金，但他认为这是
值得的。

近阶段，张先生与相关
部门沟通，得到的答复是可
以将客厅隔断出租，“这意
味着，‘N+1’模式今后可
顺利推进”。

同样从事房屋租赁业务

的李先生表示，没有整治前，房
屋出租市场是比较混乱的，有些
二房东为了利润，把三室一厅的
住房隔成10多间来出租，安全
隐患大，但由于单间价格便宜，
租的人反而多。

“《条例》施行后，对房
屋隔断有了强制规定，这会推
动房屋租赁市场一步一步走上
正轨，对房东、房客和我们这
些正规的房屋租赁公司也都是
利好。”李先生说。

新规有利于规范租房市场

城南花苑是吴江目前较
大的自建房集中居住区，也
是我区“331”专项行动的
重点区域。据“331”专班
驻城南花苑片区工作组统
计，片区内现有自建别墅
3200多套，其中2700多套
涉及出租，导致这个不足一
万人的居住区，吸引了近4
万名租客。

城南派出所派驻上述工
作组的联络民警表示，因为
存在自建房出租房间比较
多、电动车室内充电现象集
中等管理难点，辖区内

“331”专项行动的重点便
是规范配置出租房的消防安

全设施，以及规范用气、用
电行为等。

“电动车是严禁在室内
充电的，也不能私拉电线充
电。我们建议房东在通道内
安装可伸缩雨棚，配套安装
充电装置，有些居民已经积
极响应了。”该民警表示，
目前，辖区内的居民已普遍
重视出租房消防安全问题，
基本能够配合整改工作，出
租房内基本配置了消防“四
件套”（灭火器、防烟头
罩、手电筒、口哨），二
楼、三楼也配置了逃生绳或
软梯。

“别小看了逃生绳，关

键时非常有用。其他区域曾有
一幢自建房起火，有人就是顺
着逃生绳逃生的。”该民警表
示。

城南花苑很多出租房使用
的仍是瓶装石油液化气，这也
是“331”专项行动的重点。
上述民警表示，整治工作对出
租房内使用液化气钢瓶的规
格、数量等都有明确要求，并
要求使用防爆管。

据记者调查，在“331”
专项行动过程中，也有部分居
民对一些整改措施不是很理
解，不是很愿意配合。例如，
关于拆除防盗窗，整改标准经
过了几次调整，部分居民仍不
是很理解。再如，推广电动车
在室外集中充电，由于城南花
苑是敞开式小区，部分居民担
心电动车放在户外易被偷盗。

消防隐患是整治重点

记者调查

部门声音

“331”专班驻城南花
苑片区工作组有关人员表
示，城南花苑片区“331”
专项行动的重点就是群租
房。用于群租的房子往往都
是经过自行改造的，存在较

多的消防隐患。群租房内租
住的人比较多，而且多数使
用电动车，所以群租房电动
车充电的消防隐患也比较
多。

“《条例》的很多条款

都来自‘331’专项行动的经
验做法，所以 《条例》 施行
后，对推进‘331’专项行动
是非常有利的，很多整治要求
都有了统一标准。”该工作人员
表示，在下一步“331”专项
行动中，他们将对照《条例》
要求，开展全面彻底的集中排
查整治，确保火灾隐患显著减
少。

结合新规推进“331”专项行动

贴着燃气安全须知的自建房厨房。

消防“四件套”。

装有充电装置的雨棚。（沈卓琪摄）

被隔断的客厅。（沈卓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