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春香

第五届全国民宿大会，是一年一度民
宿行业的思想盛宴。大家围绕行业发展趋
势、投资热点、行业标准等一系列热点问
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全国：从单店到集群发展，
民宿的“脸”悄悄在改变

本届民宿大会公布了《2019全国民宿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本报告选取了去哪儿网平台上除星级
酒店、主题酒店和连锁酒店等之外的旅游
住宿类型，应该是一个包含了客栈、家庭旅
馆、青年旅社、农家乐、民宿等新型住宿业
态的大范围。

统计结果显示，民宿数量前 10名分别
为广东、浙江、云南、山东、四川、湖南、北
京、河北、辽宁和江苏等省市。河南目前排
名 14位，相比去年提升了 5个位次。从各
地市来看，民宿数量上排名前 10的城市，
分别是北京、成都、丽江、广州、大理、深圳、
杭州、重庆、东莞、秦皇岛。

2019 年民宿发展有一个特别值得关
注的现象，即全国都在进行着民宿模式的
创新。从单一网红店到区域特色品牌的
涌现，再到民宿从集群，在不停地迭代。
越来越多的民宿从业者认为，单一民宿收
益率已经到了天花板，而与各个领域、不
同形式且自带流量的品牌进行联合经营，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选择，如去年风靡全国
的“黄河宿集”就属此类型。令人欣喜的
是，由全国十几位民宿协会会长共同担纲
建设的大别山宿集（暂用名）也已经签约，
即将在新县落地。

2019年，国家从产品、机制、金融扶持
等多方面提出了鼓励的政策，来引导民宿
行业规范化发展。文旅部连续召开两次全
国乡村旅游民宿工作现场会。2019 年全
国民宿会展的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共举
办了超过 50个民宿会展活动。多地银行
发布了“民宿贷”之类的产品，助力民宿发
展。

河南：民宿发展全国争最快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民宿发展先进的
地方都在云南、浙江、广东一带，然而，河南
的民宿在短短的几年间就风起云涌、脱颖
而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2017年，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文
旅部的部署及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紧
紧围绕“小民宿——大产业”“小民宿——
大市场”“小民宿——大联动”的指示精神，
将乡村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将
民宿作为重要的抓手，明确提出“民宿发展
全国争最快”的奋斗目标。同时，河南省文

旅厅抓县推市，将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的
新县、淅川、栾川、林州、修武等30个县（市）
作为民宿发展重点区域，对外推介招商。河
南邀请国内知名的民宿品牌经营者、创始人
走进民宿发展重点县，县、乡、村各级主要领
导到会推介。每一次活动都有现场考察、项
目洽谈、专家培训、实战授课，每一次活动都
达成了投资意向。

通过“民宿走进”活动，宿联中国落地
卢氏县。鲁山县桑盘村吸引了 4家民宿投
资公司同时签约，分组开发，整村推进。浙
江莫干山宿描旅游有限公司、杭州漫村文
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融金伽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儒林置业有限公司
等 27家省外企业到河南投资生态旅游项
目，带动了省内的建业集团、元居酒店管理
公司、赢合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中豫文
旅投资有限公司等一批民营企业主动向生
态旅游领域靠拢。2019 年，新县丁李湾、
修武陪嫁妆村等一批精品民宿将建成运
营。

在河南省文旅厅的强力推动下，部分
省辖市专门召开了民宿发展现场会，安排
部署发展精品民宿、推动全域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形成了发展精品民宿、撬动生
态旅游的浓厚氛围。

截止到 2018年年底，全省开业的乡村
民宿 623家，正在建设的乡村民宿 417家，
总客房数超过 8000间，直接营业收入超过
2.2亿元。

新县：当地民宿呈现合法、
姓“民”、为民三大特征

第五届全国民宿大会在新县举行，
让新县民宿火上添火。然而，回想起当

初发展民宿的不平凡之路，新县文广旅
体局局长吴克君感慨万千：“开始以为
好弄，可越干发现问题越多，越不好干，
就 开 始 琢 磨 怎 么 解 决 这 些 难 题 和 痛
点。”

痛点在哪里？拨开层层迷雾，从政府
的层面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规划、消
防、证照等。

先解决土地问题。政策的制定与突
破，新县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乡村振兴
及全域旅游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先
租后让、租让并举为投资商解决供地难
题。新县是全省第一家“点状供地”的县
城。

再解决规划问题。旅游规划需要创意
规划，不少时候大家做项目猛一看很高兴，
但一开工，不是违背了自然保护区规划，就
是触碰了水利规划红线，项目落不了地，坑
苦企业。新县按照全域旅游发展的需要，
调整、充实、完善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等上位规划。在制定调整上位规划时，充
分考虑全域旅游发展需要，为旅游业发展
提供空间。

如今，新县民宿蓬勃发展，呈现出三个
特点：合法、姓“民”、为民。

由于消防等因素，在不少省市，民宿从
业者都拿不到证照，在“摸黑”经营。为规
范民宿发展，新县出台了《关于印发新县乡
村民宿管理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看似
枯燥的文件，却为民宿的合法性与等级评
定给出了说法，如“每间客房都应设有向外
开放的窗户，窗户不得设置栅栏，以利于逃
生”“除厨房外，其他地方不得使用明火”等
细化内容。如果消防、卫生、房屋安全等达
到要求，即可申领牌照。

新县民宿姓民，投资强度小，20 万元
左右即可建成。价格不高，收费 200 元
左右。

民宿的发展唤醒了农村的沉睡资源，
引来了农民的致富活水。新县县委书记
吕旅介绍，发展民宿是依靠新县人民，服
务新县人民，让老百姓致富。因此，新县
发展民宿，鼓励老百姓自己干，占 80%。
同时，一些创业能人带着大家一起做民
宿，占比 15%。除此之外，也引进一些高
端品牌，提升知名度，占 5%左右，做高端
民宿。

“我们村以前人人想在城里买房，现
在是争着在村里投资。”新县西河村民宿
主人张思恩说，民宿的发展为村民引来了
致富的活水。

小民宿大作为。如今，在国家政策的
指引下，政策、资金、公共产品更多向农村
倾斜，全国各地“民宿+经济”日趋完善，农
村成为景区，农业成为商业，农民成为老
板，民宿经济的发展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创业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打开了一个无限
空间。

省文旅厅组织民宿专家在罗山县考察古村落

唤醒农村沉睡资源 引来农民致富活水
“小民宿”闯出乡村振兴“大产业”

民宿云上院子

民宿老家寒舍

河南省文旅厅组织民宿专家在商城县里罗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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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初冬时节，漫山红遍的红色新县再次迎
来关注的目光。11月 13日至15日，第五届
全国民宿大会在此举行，来自全国的600家
民宿企业的经营者相聚一堂，讨论热点问
题，共商合作发展，描绘民宿发展的新蓝图。

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段强、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信阳市市长尚朝阳
等出席大会。

段强说，小小民宿迅速吸引了一批又
一批有知识、有情怀、有激情的城市精英
走进乡村或返乡创业，带来了人气，实现
了空心村的复活，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
展，改善了乡村环境，改变了村民的精神
面貌，提升了当地人的文化自信，使传统
文化和技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段强希望，中国旅游协会及民宿客栈与精
品酒店分会，通过行业组织的力量更好地
把握机遇，促进民宿产业科学健康、可持
续发展。

姜继鼎表示，自 2018 年以来，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提出了“民宿发展在全国争
最快”的目标，在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布
局了 30个县，开展了走县进村活动。大家
一道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一个个品牌民宿
落户中原。河南民宿由小到大，积少成多，
从无名到知名，成效显著。希望大家交朋
友结对子，争取在老家河南落户。

尚朝阳代表信阳市委市政府向参会代
表表示欢迎。他说，旅游是幸福产业，民宿
是“关键一招”。希望与社会各界共享发展
机遇，为信阳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全域旅
游的跨越发展开辟新路径。

新县县委书记吕旅从一城红色经典、
百里绿色画卷、千年古色乡村三个方面，向
大会详细介绍了新县红色历史、生态建设、
乡村旅游等基本情况。据了解，新县已构
建了点、线、面全域覆盖的民宿发展格局，

建成大别山民宿学院，打造了裸心季人文
乡居、丁李湾漫居等一批品牌民宿，带动了
全县民宿集聚发展，开启了民宿发展新时
代，并被确定为河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县和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次会议主题是新时代、新乡村、新民
宿。1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民宿专家、
企业负责人和实战派行业专家等众多业内
人士进行了多场主旨演讲和专业论坛。主

旨演讲围绕民宿集群的产业化发展、民宿的
最新土地政策解读、乡村旅游度假区——民
宿产业发展的新高地等议题展开演讲。

会上还举行了全国第一个会长民宿集
群村落地新县的签约仪式，发布了《2019全
国民宿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会议期间，大会分别组织举办了信阳
市民宿推介会和新县民宿专场推介会。与
会人员先后来到香山湖管理区水榜村、田

铺乡田铺大塆、周河乡西河村、大别山露营
公园等地进行实地参观，考察了解新县在
发展民宿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新型业
态加速转型升级方面的显著成效。

此次民宿大会由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
栈与精品酒店分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由信阳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新县人民政府、北京世纪唐人文
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本报记者 刘春香

2019年 7月 3日，文旅部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
评价》行业标准，引起广大民宿从业者关注。文化和旅游
部市场管理司景区和旅游住宿业监管处刘瀛，在本届民宿
大会上对标准进行了详细解读。本报记者专访刘瀛，请他
对这一行业标准涉及的核心问题一一作答。

一问：什么叫民宿？
新的标准里对民宿的定义作了规定：是指利用当地民

居的相关闲置资源，经营用客房不超过 4层，建筑面积不
超过800平方米，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当地自然、文
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民宿主人是指民宿
业主或经营管理者。

刘瀛说，关于旅游民宿的定义，社会上有很多误读，短
租、小旅馆、小客栈、乡村酒店等，也被误以为是民宿。请
大家注意的是，这次标准修订取消了原标准对 14间客房
的要求，换作了对层高和面积的规定。民宿首先要姓

“民”，要求主人参与接待。因此，民宿房间一直在强调不
宜过多，过多就叫乡村酒店了。因为客人和主人要有互
动，不是酒店式的管理和服务。客人过多，体现不了互动
和服务，对客人的关注度就会下降。

二问：民宿是否可以天马行空，不按标准设计？
“这几年非标民宿的提法很多，误导了行业也误导了

消费者。”刘瀛说，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想好好经营，肯定都
有标准。民宿虽然面孔不同，但其实是有共性的，有些部
分是可以标准化的。如服务、接待、管理都要有标准。我
们经常看到很多民宿在自己建设装修的过程中没有标准
指导，凭自己的喜好去做，结果做出来后出现让游客入住
很痛苦的事情，比如说开关不在床头。

三问：民宿为什么要再三强调合法化？
刘瀛表示，在新的标准里，我们要求星级旅游民宿要

符合治安、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取得
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在实际操作和民宿星级评定
中，强调证照齐全，卫生证、工商证、客房证，提供餐饮的还
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为什么这样要求？主要是为广大
游客、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负责。消防、治安、卫生等都是
民宿行业的底线，也是问题之所在。现在有了标准，是一
个民宿建设、开业、经营可供参考的。

刘瀛说，新标准将旅游民宿等级由金宿、银宿两个等
级修改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 3个等级（由低到高）并
明确了划分条件。要想评星，证照齐全是基础条件，这样
也可以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进行选择。

民宿新标准之“三问”
——访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景区和旅游住宿业

监管处刘瀛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我刚建好的民宿，却接到了拆除通知，说是占用了基
本农田！”

“签好了20年的租用合同，可村集体看着民宿生意好
了，说变就变，非要涨价，要不然就赶我们走！”

第五届全国民宿大会上，民宿主们吐槽最多的就是诸
如此类因产权问题、用地问题而引起的闹心事儿。

看来，做民宿光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弄懂土地用途，
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情怀落地的重要前提。

有道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怎样解决民宿产权的问
题，让民宿主人大胆投资，安心经营？怎样绕过投资民宿
的各种“坑”？

本次民宿大会请来了国际商务策划师、清华大学特聘
讲师崔元星老师，重点剖析了民宿的土地解决方案。他为
大家列出了符合民宿开发用地的土地类型，梳理了民宿的
常见用地模式，如最常见的利用闲置民房、老厂房、宅基
地、空心村、旧学校等改建而成的模式，如成都郫县多利农
庄这样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等。在这些模式
中，“点状供地”模式因能解决民宿部分设施合法化的问
题，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

“点状供地”是什么?
简单来说，“点状供地”是一种新出台的土地获取方

式，点状是相对于原来的片状而言。
片状供地又是啥？
片状供地就是政府在城里，卖给了开发商一块地，然

后规定好容积率。比如100平方米的地，如果容积率是3，
那么你就只能在上面盖不多于300平方米的建筑。

点状供地则是在一大块土地上，散点或者带状供给建
设用地，周边土地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取。

崔元星分析认为，从事文旅项目投资的企业如果按照
正常流程，用地要走“招拍挂”，成本高，且适合大规模成片
开发。而乡村旅游项目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其呈现散、小
特点，要与大自然融合，因此无法采取传统供地方式。在
这种形势下，“点状供地”的土地政策应运而生。

很吸引人的一点是，在“点状供地”政策出台之前，投
资者和村集体或者村民做交易，实际风险很大。而“点状
供地”之后，由国家先从农民或者村集体那里征收土地再
卖给投资商，具有产权保证。

那么，普通投资者需要通过什么渠道才能查询到相关
的材料？

崔元星说，投资开发前，一定要查到地籍图以及土地
现状利用图。可以通过当地自然资源局查询。

如今，在我国浙江、四川等省，已经出台了“点状供地”
的政策。我省新县也出台了《关于乡村振兴及全域旅游用
地保障的意见（试行）》。推广“点状供地”模式，确保民宿
发展用地充足。该《意见》规定，按建筑物占地面积及必要
的环境用地进行点状布局、点状征地、点状供应旅游项目
用地，项目内其他如水面、竹林、茶园等采用租用、流转方
式进行保障。

尴尬的旅游用地，正在通过不停的尝试以找到解决问
题的路径。11月 8日在新县召开的全国全域旅游工作推
进会上也提出，要创新旅游用地政策，在符合相关规划前
提下，区分不同项目用地性质和途径，用好用足土地增减
挂钩政策，鼓励农民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住、互
换等方式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用地。

小民宿大担当，一间间小小的民宿，正巧妙地联结
着城市和乡村，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

新时代 新乡村 新民宿
第五届全国民宿大会在新县举行

民宿用地要拎清
满腔情怀不落空

——访国际商务策划师、清华大学特聘讲师崔元星

会长民宿集群村落地新县的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