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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落地 北京乡村民宿将走出“灰色地带”
·相关链接·

12月26日，北京市文旅局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

500余家

《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精品民宿

见》），重点解决了乡村民宿经营合法性问题，并弥补
了审批监管短板，让曾经因无规可依、证照难办而游
走于灰色地带的乡村民宿可以拿到合法“身份证”。

1216个
5595户

710家

京郊精品酒店
首次明确四大开发模式

京郊住宿业态一览

北京乡村民宿将告别野蛮生长，迈上合规之路。

263个
星级民俗旅游村

农业观光园

100个
特色旅游村镇

星级民俗旅游户
特色旅游业态

业内专家指出，新意见的出台，不仅给乡村民宿的投
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更将提升北京乡村民宿的
品质，是北京刺激京郊游消费的又一重要举措。

可拿到合法身份

新政的出台，让乡村民宿踏上合规之
路。《意见》指出，乡村民宿经营者需依法办
理“一照、两证、一系统”，即营业执照、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经营
餐饮），安装使用公安机关的信息采集系统，
同时落实游客住宿登记等安全管理制度，有
效解决了绝大多数乡村民宿面临的住宿经
营合法性问题。
不仅如此，该《意见》还对乡村民宿的经
营主体、经营用房、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从
业人员、规范经营等有关事项做了明确规
定。其中提到，乡村民宿经营主体包括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企业法人，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利用
自有宅基地和农民房屋经营乡村民宿。在经
营规模方面，乡村民宿的单体经营规模为经
营用客房数不超过14间（套），建筑面积不超
过800平方米。对于乡村民宿的发展规划，该
《意见》还指出，到2022年，实现北京市乡村
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力争在全市
推出一批乡村精品民宿。
“《意见》落地，对于北京乡村民宿来说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让北京的乡村民宿

有了‘合法身份’，还对京郊住宿的品质化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
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曾历经野蛮生长

近年来，由于京郊游的走热，北京乡村
民宿数量也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没有规矩难
成方圆，业界对于主管部门出台指导监管政
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北京市文旅局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
“十一”当天，北京郊区民俗游就累计接待游
客50.7万人次，营业收入达4381.4万元。而大
量的游客也让乡村民宿接待爆棚。有民宿经
营者表示，由于京郊游需求不断增加，近年
来怀柔、密云、延庆、门头沟等区涌现大批民
宿，但经营规模和水平参差不齐。
上述经营者还表示，有些民宿仅仅是农
家乐的升级版，仅有两三间房，有些民宿则
大一些，达到十几间房。此外，在床品、卫生
等方面，各家所对照的标准也不一样。
不仅如此，《意见》出台之前，还有乡村民
宿投资者对该行业表示出了顾虑。一位不愿
具名的民宿投资者就坦言，由于缺乏相应的
经营资质，以及对农村土地性质能否做民宿

并不了解，因此对于乡村民宿的投资一直感
到担忧。此前，有些地方就曾出现过在民宿
业发展火热之时被一纸文件叫停的状况。还
有一些民宿刚刚开始产生盈利就被关停了，
面对种种风险和隐忧，该行业急需相关法律
法规作为保障。此次《意见》的出台，也算是
给北京乡村民宿投资者释疑解惑。
此外，房山区文旅局副局长高峰还坦
言，此前一些民宿经营者对于土地、环保、消
防等方面感到困惑，随着《意见》的出台，这
些困惑都有望被解决，以房山为例，接下来
还将成立乡村民宿管理小组，进一步整合资
源，并出台鼓励办法。

镇100个。而《意见》实施后，未来有关部门将
对乡村民宿采取审核的方式，对审核合格的
民宿将发放执照。
不过，新《意见》出台之后也依然有问
题尚待解决。业内人士指出，经营住宿行业
需要落实游客住宿登记等安全管理制度，
同时对于消防安全等方面需要达到准入调
整，这就需要公安、消防、工商等联合办公，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细则，未来这些方面都有
待补齐。
张晓军还谈到，在《意见》出台后，下一
步关于北京乡村民宿的地方标准也将出
台，对民宿发展起到进一步的规范作用。据
了解，目前北京已经涌现出古北水镇、乐多
港、世园人家、山楂小院、长城公社等一批
将出台配套政策
新兴旅游品牌，在乡村民宿领域，也涌现出
《意见》出台之后，迈上合规之路的乡村 了首旅寒舍、唐乡等一批连锁化发展的精
民宿将步入提质阶段。北京旅游学会会长安 品民宿品牌，可见，京郊旅游正在向品质化
金明认为，北京现已有众多乡村民宿，此次 发展。
《意见》除了给新涉足的民宿“立规矩”，更面
此外，张晓军还建言，对于北京乡村民
向存量市场，将对提升品质方面起到积极的 宿的发展，有关部门应该打出一套组合拳。
作用。
例如，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像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13个涉 一些乡村民宿发展较好的区域，可以总结经
农区共有特色旅游业态710家，精品民宿500 验，加以推广，形成首都特有的民宿发展路
余家，星级民俗旅游户5595户，星级民俗旅 径。同时，未来还应该完善乡村民宿领域的
游村263个，农业观光园1216个，特色旅游村 顶层制度设计。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北京商报讯 （记者 肖玮 实习记者 杨

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后，郊
区精品酒店终于迎来了明确的规划。12月
26日，北京市文旅局印发的《京郊精品酒店
建设试点工作推进方案》提出，以既有酒店
提升模式、老旧设施改造模式、土地入股联
营模式、土地试点入市模式四种开发模式为
主，同时组织开展项目投融资推介，引入优
质社会资本参与京郊精品酒店试点项目开
发建设。预计至2022年，北京市将在部分旅
游重点区分别建设完成1-2个精品酒店试
点项目。
具体来看，《方案》规划，郊区精品酒店
主推的开发模式包括，既有酒店提升模式包
含对具备良好基础的现有酒店进行精品化
提升改造；老旧设施改造模式则鼓励各区利
用废弃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等老旧设施改造
精品酒店；土地入股联营模式通过成立镇
（乡）级土地联营公司（股份合作社），由联营
公司统筹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以
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式与社会资本合
作；而土地试点入市模式则是以出让、租赁
等方式进行入市交易，定向用于精品酒店项
目建设。
对此，北京皇家驿栈酒店创始人刘少军
表示，在国际市场上，精品酒店已逐渐成为
未来酒店业发展的大趋势，在国内尤其是游
客流动量较大的北京，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和发展潜力，“原创的文化设计、个性化的服
务、高水平的配套设施，共同组成了一个完
整的精品酒店结构，因此未来京郊精品酒店
的建设，除了在数额上做增量，酒店设计、文
化环境、服务质量，也都是在修建过程中要
加大投入的方向。”
卉）

牵手吴晓波碰壁 全通教育引入新股东解压
与吴晓波频道“联姻”失败的全通教育（300359.SZ）又有了新动向。12月25日晚间，
全通教育发布公告，宣布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及其一致行动人全鼎资本的股
份转让已完成过户登记，受让方为中山国资委旗下的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转让股份共
计5821.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18%， 该公司同时成为了全通教育的第二大股东。自
2014年上市以来，全通教育通过不断“
买买买”来维持业绩增长，却带来了超过7亿元的商
誉减值。今年3月与吴晓波频道的收购案落得一地鸡毛，也让试图寻求新业务增长点的全
通教育碰壁。如今，引入拥有国资背景的新股东，全通教育又能否走出困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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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国资背景新股东

根据公告，全通教育收到陈炽昌及其一
致行动人全鼎资本的通知，获悉第二大股东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股权转让协议的过户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此次转让的价格为5.35元/ 股，转让数量
由9.186%降低为9.18%，转让总价款由3.12亿
元变为3.11亿元。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成为全
通教育第二大股东。
此前，全通教育发布公告称陈炽昌及全

-6.57

鼎资本拟转让股权。权益变动后，陈炽昌及妻
子林小雅、其名下两家控股公司全鼎资本及峰
汇资本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5亿股，占其总股
本的27.56%。其中，陈炽昌个人减持3640万
股，持股比例下降5.74%，套现1.95亿元。本次
权益变动后，陈炽昌持股1.16亿股，持股比例
为18.28%。全鼎资本持股3570.35万股，持股比
例为5.63%。林小雅及陈炽昌控股公司峰汇资
本所持全通教育股份未发生变更。中山市交通
发展集团持股5825.8万股，持股比例9.18%。
据了解，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经营范围
为市属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
建设与经营管理，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相关配

套产业的物业开发经营等。中山市国资委拥
有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100%的股份。2018年
11月，中山市国资委曾以旗下中山科教公司
的名义买入全通教育5.18%的股权，加之本次
交易，中山市国资委已经累计掌握全通教育
14.36%股权，仅次于陈炽昌。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陈炽昌当前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率为76.09%，此次出售股
权是否为缓解质押问题，出于何种考量引入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记者向全通教育董秘
办公室发送了采访提纲并致电联系，截至发
稿未收到回复。

响，相关并购子公司经营情况未达预期，若后
续经营环境未能有效改善或进一步下滑，存
在商誉减值的风险”。
“可以看到，全通教育商誉原值14.16亿
元，其投资的多家单位已经计提商誉减值
7.11亿元，全通教育商誉净值7.05亿元。全通
教育通过并购扩张策略，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但被投资企业经营质量参差不齐，商誉
减值已经超过原值的50%”，教育机构资深财
务人员李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它的资产质
量欠佳，整合能力不强，经营也未有明显增
长，坏账和商誉风险叠加，2019年度业绩表
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其实，面对公司连续亏损的业绩、接连下
并购策略带来商誉减值
跌的股价和高质押状况，全通教育在今年曾
提到全通教育，难免让人联想到“妖股” 尝试过再次并购，试图在知识付费领域落子。
二字。成立于2005年的全通教育，2014年1月 3月时，公司拟向吴晓波等合计19名交易对象
登陆创业板，主营教育信息化业务、校园服 发行股份同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其持有的杭
务业务以及继续教育业务。因在线教育概 州巴九灵96%股权，交易总价为15亿元。巴九
念 大 热 ， 全 通 教 育 2015年 股 价 曾达到 灵的实控人为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因业务
467.57元/ 股，市值最高点达535亿元。而截至 经营高度依赖其个人品牌效应，该重组事项
发稿，全通教育仅为5.72元/ 股。
自披露以来备受争议，多次收到深交所下发
也就在2015年，全通教育在一年内就并 的问询函。拉锯半年后，全通教育主动宣布终
购了9家公司，横跨了包括互联网、信息科技 止该资产重组事项，暂与吴晓波“挥别”。
咨询、电子元件、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截至
今年6月30日，全通教育旗下共有45家控股子
发展前景待考
公司，16家为并购取得。“买买买”是全通教育
有业内人士表示，全通教育其实没有真
的扩张策略，尽管为其带来过营业收入与归
母净利润的同比增长率均超过100%的高光 正的主营业务支撑市值和股价，只能依靠炒
作股价、并购重组教育标的，一次又一次地维
时刻，但也为后续发展埋下了“雷”。
据全通教育2018年年报显示，其当期计 持其业绩增长。全通教育发布与巴九灵的重
提商誉减值准备高达6.86亿元。今年三季度报 组方案复牌后的首个交易日便曾获得“一”字
告显示，与此前的业绩预告相比，前三季度亏 涨停，并收获了两个涨停板，随后，股价还达
损明显扩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到了年内最高点9.39元。而与吴晓波的“联姻”
为1739.38万元，同比下滑392.28%。全通教育 失败，不仅让全通教育再次面临股价下跌，也
表示，“受宏观经济形势及产业政策变化的影 阻断了试图寻求新业务增长点之路。

在学易时代咨询创始人吕森林看来，全
通教育所处的教育信息化领域壁垒较高，前
沿技术不断发展迭代，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教育信息化市场与教培行业不同，无论是软
件还是硬件的推广都离不开学校的参与。除
去相对稳定的市场，剩余市场的开发难度加
大。全通教育缺乏核心优势，并购标的的方向
不够清晰，寻找与它互补性强的公司或是新
的业务增长点所在。国金证券教育行业分析
师吴劲草认为，过去几年，全通教育没有找到
一个特别明晰的业务增长点。目前全通教育
确实需要通过并购来实现一个业绩的增长。
与巴九灵重组的失败，对全通教育来说是一
个不小的打击。
可见，在暂无新标的的情况下，引入国资
背景的新股东是全通教育谋自救的方式。但
一个从事教育品类的民企，一个从事以道路
等基建为主体业务的国企，两者的结合看上
去有点“另类”。尽管全通教育没能回复引入
新股东的初衷，但从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的
官网信息可见端倪。该集团认为，全通教育是
中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受让全通教
育股份的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是国资系统里
接近资产证券化最高的集团之一，旗下已有
科技板块的新三板上市企业粤冠科技和管信
科技。未来，中山国资委将与全通教育在文
旅、科技、教育等领域展开合作，借力国资委
的政策和资金优势，盘活国资委自有的教育
资源和大数据资源等，围绕教育部“智慧教育
示范区”项目进行规划和创建。
2019年即将过去，全通教育如果继续计
提大额商誉减值，将连续亏损两年，或有退市
风险。接下来如何提升业绩、扭亏为盈，引入
新股东后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局面，有待时
间验证。
北京商报记者 刘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