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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出租屋管理涉及大量流
动人口和群众的利益，一套行之
有效的管理模式对各方来说都非
常必要——租住人员住得安心、
房东省心、公安放心。其实，农村
出租房管理说到底就是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而这又恰恰是治安管
理中的“牛鼻子”。近年来，我市各
级公安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出租房
管理新模式。其中，海曙、鄞州、北
仑等地的探索较具典型性。

一直以来，农村出租屋的管
理模式是“以房管人”，就是把人
和所居住（购买或租赁）的房屋关
联起来共同管理。这种模式漏洞
不少，协管员每天上门登记，但
流动人口的登记率总是上不去。
海曙高桥派出所几年前就根据
辖区实际情况，在“以房管人”的
基础上推出了“以企管人、以业
管人”模式，即企业在和员工签
订合同时，增加一份派出所提供
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表，记录员
工的基本信息；企业将信息汇总
后，即时通过 QQ 打包发送给社
区警务室；警务室根据所在村建
起QQ群，进行审核，协管员还通
过与企业、外来人员电话预约核
查。

原江东公安分局率先推出的
以“安居E卡”管理为主的出租房
智能化管理新模式，至今仍在全
市广泛使用。和普通的门禁卡相
比，“安居 E 卡”的发放是按照出
租房人均居住面积来进行的，兼
具了门禁卡和身份信息卡的功
能。而物业在发卡时，所使用的流
动人口远程申报系统又是和公安
的流动人口登记系统相关联的。

2016 年，北仑区公安部门又
提出了“旅馆式”管理模式。其运
作原理是这样的：把一个村的居
住出租房信息全部整合起来，村
委会作为服务总台，村委会干部
任“总台经理”，房东就是“服务
员”，由村级层面建立的房东协会
负责对每间房的安全进行监督和
把关……

去年 6 月，奉化区公安部门借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东风，推出了
出租房居住登记“一次都不跑”的便
民新举措——门牌附上二维码，管
理使用 APP。这套系统推出后大受
欢迎，因为租房者可以通过扫码自
主申报居住登记信息，对于房东而
言，申报承租人信息通过手机 APP
就能完成。最为关键的是，系统会自
动对比核实承租人的信息，让不法
者无处可藏。就在今年3月30日，奉
化公安就在一出租房内抓获了一名
网上逃犯谭某，其于 2008年因涉嫌
故意杀人被贵州省盘州市公安局上
网追逃。

今年，我市的农村出租房管理
又有新举措亮相了，这次是在宁海
桃源。当地派出所在推广使用“安居
E 卡”管理模式时，发现了其中的

“漏洞”：如果有人把卡私下转让，就
起不到防范作用。因此，他们选择了
位于当地胜利村的冠庄公寓作为试
点，安装“智慧门禁”系统。租户入住
前必须在专门的平台上实名认证，
然后通过“刷脸”或者刷身份证、手
机 APP 等多种开门方式进入。而在
开门瞬间，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会自
动拍摄并留下进门者的影像。

除此以外，桃源派出所还为冠
庄公寓配备了电动车智能充电桩，
并在每个楼梯口配备灭火器与监控
系统、烟感报警器、逃生专用的缓降
器等。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这
套系统初时主要用于治理群租房乱
象，但在经过时间检验后，其效果得
到了各方的肯定。随后在宁海全县
分档次进行推广，从低到高，分类配
置，满足各方需求。如今更是走入普
通的居民小区，成为当地公安机关
治理农村出租房的一大“利器”。

“农村出租房管理工作是一项
综合性、政策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
程，需要各职能部门携起手来。同
时，我们也要更加积极主动探索管
理新模式，‘大数据’时代，游戏规则
在改变，管理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宁海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陆朝晖
说。

破解管理难题
“大数据”可助一臂之力

农村出租房管理难，难就难
在这类出租房的数量多、分布范
围广，租用人员流动性大，以基层
派出所有限的警力，难以做到彻
底无遗漏的统计和管理。

更主要的是，本应承担起出
租房安全责任的部分房东，法律
意识淡薄，做不到依法依规履行
自己的责任，甚至有个别出租户
为了多一些租金收入，对承租人
的身份信息不加核实，来者不拒，
纵容或包庇了某些违法犯罪行为
的发生。

针对农村出租房管理中遇到
的难题，我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
了积极探索：海曙高桥派出所在

“以房管人”的基础上，尝试“以企
管人、以业管人”；原江东公安分

局推出的以“安居E卡”管理为主的
出租房智能化管理模式，至今仍在
全市广泛使用；2016年，北仑区公安
部门提出“旅馆式”管理模式，给承
租人带去安全和关怀；2017年，奉化
区公安部门推出出租房居住登记

“一次都不跑”便民新举措；今年，宁
海桃源派出所在群租公寓安装“智
慧门禁”系统，实现了安全防范和居
住信息登记的数据化、网络化。

为了解决农村出租房量大面广
和基层警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今后，
我市应大力推广应用智能门禁、人
脸识别、二维码等科技化手段，加强
农村出租房的科技化管理。对于出
租户来说，更应遵守相关规定，承担
相应责任，共同维护出租房的安全。

（王芳）

用科技手段
管理农村出租房

随着我市经济的发展，来甬务工人员数量逐年

增加。这一人群主要通过租住企业周边村民的私房

来解决居住问题。出租房屋收取租金，也已成为城

乡结合部农户增加收入的方式之一。

从 5 月 1 日起，杭州市将对
居住出租房屋全面实行“旅馆
式”管理——参照旅店经营前审
批、旅馆入住登记和离店注销
的管理模式，按照“房屋租前
安全把关、租客入住登记、租
客离开注销”的总体要求，把
一栋栋、一间间分散的出租房
屋作为“虚拟旅馆”的一个楼
层、一个客房，通过设置集租房
审核、信息采集、监督检查、情
况报送等基本功能于一体的“旅
馆总台”，悬挂标志标识，配备
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实行常态化
运作，落实居住出租房屋的源头

管理。
据悉，杭州居住在出租房屋的

流动人口有 440 余万，约占全市
610 万流动人口总量的 72%。去年
以来，杭州在全市范围内试点推行
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模
式，试点的结果让人安心：全城试
点“旅馆式”出租房管理模式的
172 个社区 （村） 的 15.6 万余间出
租房，有效采集、管理流动人口
26.6 万人；172 个试点区域中有 54
个实现了“零发案”；试点范围的
出 租 房 屋 整 治 率 达 到 100% ， 治
安、消防警情下降幅度达18%。

（王晓峰 整理）

杭州将对出租房
全面实行“旅馆式”管理

“很多房东总以为，房子租出去
了，出了事就和他无关了，其实这是
错误的理解。”去年，宁海县桃源派
出所民警对西洋村一群租房进行日
常检查，发现该房屋存在内部隔墙
未采用阻燃材料、未配置灭火器等
诸多消防安全隐患。民警当场填写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监督检查记
录》，同时制发《出租房消防安全问
题整改告知书》，责令其限期改正。
但房东不当回事，未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整改，最终受到处罚。

几年前，慈溪新浦镇还出过这
样一起案件：有一名中年妇女租房
开了家“美容院”，店内有多名年轻
女子，却没有美容相关设备。房东虽
然察觉到里面有问题，但本着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没有出面制
止，更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这一情
况。后来查明这是一处犯罪窝点，涉
案人员被依法查处，房东则因容留
他人卖淫受到处罚。

对此，有关法律条文是这样解
释的：房屋出租人明知承租人利用
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不向公安
机关报告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出租
人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租人利
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
有违法犯罪嫌疑不制止、不报告，或
者发生案件、治安灾害事故的，责令
停止出租，可以并处月租金 10倍以
下罚款。

同时，出租人未签订治安责任
保证书租赁房屋的，警方将责令其
限期补办手续并没收非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金 5倍以下
的罚款。

房屋出租人的治安责任还包括
对出租的房屋经常进行安全检查，
及时发现和排除不安全隐患，保障
承租人的居住安全。

“房子出租，房东放任不管会吃
‘瓜落’的。2017 年 12 月 13 日，北京
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白墙子村一
村民自建房发生火灾，造成 5 死 9
伤，最终 7 人被立案，其中房东徐
某因无视防火安全、未履行防火安
全责任，被依法刑事拘留。”民警
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房东，必须
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

房子出租后
放任不管会吃“瓜落”

如今，农村出租房普遍存在准
入门槛低、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
给基层稳定带来不小的压力。

首先是出租房的安全问题。有
些村民为增加额外收入，采取非法
手段扩建房屋、增加楼层，甚至将
房屋分隔成多个单间后再出租，

“开门就上床，如厕要排队”，就是
对于“群租”现象的真实写照。还
有一些工业厂房被改建成群租房出
租，要对其进行治理，涉及的职能
部门不少，如何协调就是一个很现
实的问题。

部分出租房因年代久远且多为
木结构，防盗以及防火的功能极
低。几年前记者采访过余姚马渚派
出所，当时他们针对农村出租房易
被 盗 的 问 题 推 出 了 两 帖 “ 小 药
方”：建立流动人口贵重物品信息
资源库，将数据导入相关系统，为

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追赃缉凶提供
线索指引；用一块长约 15 厘米的
镀锌铁片包住锁头，再用 4根长螺
丝钉加以固定，使得出租房门锁的

“防盗指数”大大提升。当时民警
的一番话让记者记忆犹新：“农村
出租房防盗设施不齐全，门锁又多
为普通挂锁。你让房东升级装备，
钱少还好说，要是多的话，是肯定
不愿意的。”

其次，房东法律意识淡薄，导
致出租房的日常管理欠缺。记者在
采访时曾听到有民警“吐槽”：“有
些出租人自己搬去城市住了，把农
村的房子租出去，租的人是谁、手
续办了没、租金有多少，一问三不
知。后来我问他，那你钱是怎么收
到的，回答是‘我让人代收’。”不
少房东为了图方便，不签订正规的
书面合同，只有简单的口头协议。

“甩手掌柜”多
农村出租房管理难

农村出租房管理，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出租房基数大且分散以外，还有租住人口
流动频繁、相关政策法规滞后等，最关键的还是房东的法律意识淡薄——

不想无端受牵连，房屋出租后还得管
本报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周国亮 冯罗鑫

这就导致房东和房客出现纠纷
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难以确定责任。

“农村出租房分布不规律，有
些村面积非常大，人口协管员一
天能登记一个村就不错了。再加
上农村地区租住人员流动快，数
据登记与更新会略显滞后。”有
民警告诉记者，这是基层治安工
作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并且，农村
出租房管理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
和相应的工作人员，具体业务上

涉及的部门又不少。这些部门按照
各自的职能行使管理权限，部门与
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管房的不管人，
管人的不管房，客观上造成管理脱
节，难以形成合力。

此外，农村出租屋管理没有“量
身定制”的法律法规，现行的政策法
规又有些滞后，导致管理难度增大。
比如，公安机关目前在出租屋管理
上主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
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 等
进行管理约束，针对性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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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使用认证过的手机 APP开门以及查看进
出信息。

租客的身份证也是一把“钥匙”。

民警在群租公寓内检查，租客房间里已经安
装了烟感报警器。

民警在检查过道中的逃生指示灯。

群租公寓新安装的电动自行
车智能充电桩。

安装了“智慧门禁”
系统的群租公寓，可以

“刷脸”进入。

本组图片由周国亮、王晓峰
摄自宁海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