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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深秋时节，乡野成为赏秋的好去处，长沙县的民宿受
到消费者青睐。板仓镇，乡村民宿原汁原味；金井镇，帐篷
与茶园有机融合……在我省，已形成长沙县、武陵源区、
资兴市、凤凰县等诸多民宿集群。

借全域旅游和消费升级的东风，民宿浪潮席卷而来。
在一片“火热”之中，我省民宿业如何可持续发展？

遍地开花，我省民宿业后来居上
11月3日， 长沙县开慧镇锡福村一派秋收田园风光，

福仙居40栋民宿几乎客满。
6年前，女企业家皮青来到开慧镇，深耕乡村旅游，短

短几年，开慧镇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宿小镇”。
“让农民成为真正的经营主体，他们发展民宿才有积极

性。”皮青介绍，其开创的“慧润模式”已在长沙15个村推广复
制，仅锡福村就形成了三大民宿片区，近两年累计经营收入
300万元，经营民宿的村民人均年收入达6万余元。

共赢的模式、鲜明的主题，是长沙县民宿业的成功之
道。

外出旅行，如何在异乡找到一个“家”？显然，传统酒
店已不能满足游客个性化的需求，体验性、度假型的民宿
正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

资本看好民宿行业，民宿产业加速升温。市场预估到
2020年，我国民宿业交易额有望达到500亿元。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初，全国客栈民宿总数达4.2万家，湖南省民宿以
1600多家位居全国第10位。

近年来，我省民宿产业探索出多种发展模式，涌现出
“慧润”“五号山谷”等一批响亮的民宿品牌，且形成了品
牌化连锁经营趋势。旅游旺季，民宿需提前预订、一房难

求，推动了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近日，在长沙县召开的湖南首届民宿论坛上，中国旅游协

会民宿客栈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表示， 我国民宿市场两
极分化、地域竞争态势愈发显现：先行地区止步甚至衰落，后
发地区不断超越。他认为，湖南山水人文荟萃，民宿业后发制
人，一些产品已经超越民宿业运营得较好的浙江莫干山。

地位存疑，呼吁民宿立法解决痛点
民宿火热，问题也随之而来。
旅游旺季，记者走访发现，一些民宿缺少严格的规章

制度和管理条例，容易出现卫生、安全等问题。
同时，一些精品民宿，重外在缺内涵、重住宿轻体验，

运营模式偏向于酒店标准，缺乏人情味；有些地方民宿缺
乏规划，小而散，良莠不齐，简单模仿，单打独斗难以形成
产业。

“五证难办，特别是消防。”资兴市“安处·小东江”民
宿经营者莫俊告诉记者， 民宿是不同于传统旅馆业的特
种行业，特许行业经营许可证卡壳，几乎所有民宿处在无
证经营的尴尬境地。

莫俊所言是民宿从业者共有的痛点———民宿合法性
问题。

但令人感到振奋的是， 原国家旅游局2017年10月发
布的《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首次对民宿进行了定
义。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也以地方法规形式，对民宿的发
展进行引导、支持和规范。

今年5月，湖南省《两型精品民宿》标准实施，为旅游民
宿生态品质建设，起到了行业指导和示范引领作用；同时，
长沙县、资兴市、武陵源区等多地还出台了地方民宿标准，
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系主任张辉表示， 湖南民宿业发

展的经验值得推荐， 在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过程中，地
方法规可以先试先行，给民宿合法地位。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乡村振兴政策和
扩大消费导向，释放了支持民宿新业态发展的信号，文旅
厅将加强政策扶持，推动我省民宿业持续健康发展。

“民宿+”，打造地域民宿品牌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来临，度假型旅游消费的兴起，作

为一种新型的非标准住宿业态， 民宿站到了旅游产业创
新升级发展的风口，获得“政策暖风”和“资本青睐”双重
助力。

“民宿业迎来了黄金机遇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刘家明看来，民宿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搭台支持，也需
要从业者富有情怀的经营方式。

因“五号山谷”民宿，张家界武陵源区中湖乡野鸡铺
村，从荒芜的山谷变为国际度假乡村。“既要当网红，又要
有口碑。”该民宿负责人刘艺介绍，她回乡创业6年，“五号
山谷” 得到国内外游客的点赞， 获评“全球十大必睡民
宿”。“经营民宿不仅要还原诗意的田园生活，还要与高端
品牌合作，提升民宿的品质。”在刘艺看来，打造有湖南地
域特色的民宿品牌，湖南民宿业将走向新高度。

在长沙县慧润板仓露营基地，木屋、花海、房车……
乡村旅游铺陈开来的是浓浓的度假气息；在“五号山谷”，
刘艺打造的不仅是一座民宿，而是通过流转千亩土地，进
行村庄改造。民宿的微型目的地化正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表
示，民宿周边要融合体育、影视、民俗体验等，满足客人的
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形成“民宿+”个性化复合型空间的
综合旅游模式，引领传统旅游产品向精细化、个性化全面
升级。

� � � �民宿业炙手可热。数据显示，今年初全国客栈民宿总数达4.2万家，湖南民宿以1600多家
位居全国第10位———

湖南民宿，如何拥抱黄金机遇期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今天发布消息， 为进
一步方便广大缴存职工， 该中
心推出“约定提取住房公积金
归还商业银行 （其他公积金中
心） 住房贷款” 业务。 职工只
需在该中心柜台签约一次， 公
积金提取款将定期划至本人的
公积金阳光卡内。

省直公积金中心介绍， 职
工每年约定提取额度， 不得超
过提取时点前12个月的职工住
房贷款已还贷本息合计额。 职
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提
取的， 提取到账户余额的百元
位。 如配偶也签订了约定提取
协议， 不足部分可从配偶的住
房公积金账户中提取。

省直公积金中心称， 该约
定提取业务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签订约定提取协议时，
职工住房贷款需还款 12个月
以上 ； 职工在该中心缴存公
积金， 并办理住房公积金阳
光卡； 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
状态正常 ， 无冻结 ， 因异地
公积金贷款锁定的账户只能
对应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
职工住房贷款信息已上传人
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并可查询； 职工与该中
心签订约定提取协议 ， 授权
该中心或受托银行， 通过人
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 库 或 职 工 贷 款 发 放 银 行
（或其他住房公积金中心） 查
询职工住房贷款还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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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柚丰收
11月4日，道县梅花镇赤源村沙田柚基地果园，村民在装沙田柚入袋。近年，赤源村利用荒山荒地种植沙田柚，今年

沙田柚迎来大丰收，全村沙田柚产量超过100万公斤，产值近600万元。 蒋克青 摄

楚天科技引进湖南资产管理
为战略投资者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黄利飞） 湘股楚天科技今
日早间公告，楚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楚天投资、湖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同意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各自业务领域优势，实现互惠共赢。

根据合作原则，三方初步达成一致共识：引进湖南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楚天科技的战略投资者，参与
上市公司治理、促进上市公司产业协同和升级优化。湖南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楚天科技战略股东后，不谋求对楚
天科技的控制权，也不协助任何第三方谋求对楚天科技的
控制权。

具体合作内容包括湖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短期质
押借款的形式，为楚天投资提供流动性资金，用以帮助其
解除所持部分楚天科技股份质押， 缓解楚天投资资金压
力。湖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在合适的时机，受让楚天投
资持有的部分楚天科技股份。

另外，作为财信金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湖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充分利用财信金控集团的全金融牌照业务
优势，根据楚天科技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其在产业整合
及并购重组等业务发展方面提供基金投资、 资金融通、证
券、保险、信托、财务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