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租不停贷“美丽屋”不美丽
租客银行卡的钱屡屡被转走，征信也受到影响

近日，在济南工作的赵芳(化名)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反映：她
2019年7月通过长租公寓品牌“美丽屋”租了房，当时“美丽屋”表示可以
“押一付一”，赵芳根据工作人员指示办完了相关手续。之后，赵芳因工作原
因，办理了退租。没想到，过了段时间，有家名为晋商消费金融的公司又扣
了房租，这时她才得知，当初“美丽屋”给她办了租房贷款。如今，赵芳已多
缴4000多元房租，并且还影响到征信。据了解，不少在“美丽屋”租房的
市民都有类似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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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长租公寓泥沙俱下

监管不能缺位

质疑：办了退租手续，为啥还扣房租

在济南工作的赵芳，2019年7
月在网上找到了长租平台“美丽
屋”。“我当时通过他们找房子，他们
说租房可以押一付一。”赵芳说，之
后租房的整个流程都是美丽屋的工
作人员拿着她手机办理的。“办理时
还有个回访电话，他们也给了一张
清单，让我根据这个清单回复。”

“想押一付一需要绑定一个公
众号，每次我交房租，就是通过这个
号交，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是美丽屋
给我办理了贷款。”赵芳说，当时她
先交1250元月租，又交了550元管理
费及1250元押金。“房租每月一交，我
以为就是正常交房租，于是就按时
在这个公众号上还款。”

当初赵芳签订了一年租房合

同，但到了2019年11月份，她因为
工作原因需要退租。“提前退租是
不退押金的，当时美丽屋也没退
押金，然后水电费都结清了，但也
没任何退租手续。”赵芳说，刚退
完租，她还是被扣了钱。“美丽屋
的工作人员说，我解除和那个公
众号的绑定就行。”

解除绑定后，赵芳的钱就没
再被扣过，可到了2020年3月份，
赵芳在银行卡里的钱又被陆续转
走了。“按道理来说，我退完租后，
钱都应该结清了，为什么钱还是
被转走了？”赵芳说，第一次她被
转走了2000余元。“然后我去查银
行的流水，发现转走钱的是一家
叫晋商消费金融的公司。”

青岛发布风险提示

美丽屋等被点名
针对近期青岛美丽屋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部分
房屋租赁企业，因租金及租
金贷款等引发大量投诉和
纠纷，今年3月份，青岛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提示，
提醒市民注意住房租赁交
易中的风险。

投诉和纠纷主要集中
在克扣或拖延房租以及通
过“租金贷”房租支付模式
引发的“退房不停贷”的问
题。

此外，全国多个城市出
现因房屋租赁问题引发的
纠纷，部分房屋租赁企业采
取“高进低出”(支付房屋权
利人的租金高于收取承租
人的租金)、“长收短付”(收
取承租人租金周期长于给
付房屋权利人租金周期)等
经营模式，如果企业不具备
持续经营能力或扩张规模
过快，将存在很大的经营风
险和隐患。

为此，青岛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提醒市民，要高度
警惕上述问题，提高风险防
控意识，认真审慎签订租赁
合同。同时，告诫全市住房
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欺
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
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不
得以租金分期、租金优惠等
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
租金消费贷款。

综合

租房陷入“租房贷”，这
起事件再次暴露出一些房
屋中介“灰色化”生存。

应该说，美丽屋并非传
统的房屋中介，而是长租公
寓的一种。近年来，这种长
租公寓兴起，更像一种金融
产品。

据报道，用贷款付房租
已成为长租公寓平台的一
种普遍支付方式，带来了极
大的金融风险。就媒体公开
报道，倒闭的长租公寓不
少，被坑的租户更是数不胜
数。这种商业模式究竟能否
行得通，暂且不表，但一些
长租公寓引发的消费纠纷
频出，则是不争事实。

长租公寓市场泥沙俱
下，监管不能缺位，也不能
滞后。就目前而言，除了推
进个案正义，即对坑害租户
的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有关部门还应该提高监
督力度，施行精准监管。

此外，更要完善法律法
规，形成有力有效的制度安
排，最大程度规制长租公寓
金融化的制度性危险，更好
地保护租户权利，消除金融
风险等。

赵芳了解到，这家晋商消费
金融是一家贷款公司。“这时我才
了解到，当初美丽屋是给我办了
贷款，这个晋商消费金融把我全
部的房租都给了美丽屋，我每个
月交的房租，其实是还给晋商消
费金融的贷款。”赵芳说，之后她
赶紧联系了美丽屋投诉。

经过这次投诉，第一次被转
走的2000余元，最终也退还给了
赵芳。“但之后我卡里的钱还是陆
续被转走，我也问过银行这件事，
但银行说这是第三方操作的，他
们也阻止不了。”赵芳说，她也问
了晋商消费金融，“晋商消费金融
方面说，是美丽屋没给他们结清

钱，他们只是按时收贷。”
“第一次钱退回来了，对方态

度也挺好，我以为就没事了，但之
后我卡里的钱还是陆陆续续被转
走，一共转走了4000余元。”赵芳
说，见到这种情况，她就把银行卡
里的钱都转走了。“可是我经常在
网上买东西，卡里一打进钱，这些
钱还是会被转走。”

到目前为止，赵芳还有接近
4000元被莫名其妙转走后没再还
回来。“之后我又多次找美丽屋还
有晋商消费金融处理此事，我已
办完退租好几个月了，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事？到底该怎么解决？”
赵芳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很郁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袁野

真相：交房租其实是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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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

名义上按月交租

实际上归还贷款

一次性支付
一年期租金

以租赁合同为基础
办理分期贷款

租户

长租公寓运营企业

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

担忧：卡里钱屡被转走，有人征信还出问题

记者了解到，不光是赵芳，近
日济南多位市民都向记者反映美
丽屋租房遭遇租房贷扣款的问
题。记者在微博上搜索美丽屋发
现，全国有不少城市的租客都遇
到过和赵芳类似的问题。

据媒体报道，成都租客胡月
通过美丽屋租房，美丽屋给他办
理了租金贷款，金融公司把一年
的租金都打给美丽屋，胡月每个

月都要还贷。胡月提前退租，美丽
屋承诺帮他解除第三方贷款协
议，为他结清贷款。

但直到今年4月份，胡月剩
余的贷款还没有结清，他办理
贷 款 的 平 台 是“ 晋 商 消 费 金
融”，胡月从今年1到4月，已有
四个月逾期。手机上催款信息
不断，个人信用报告上已出现
了逾期记录。

就“租房贷”问题，记者咨
询了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
赵光绪律师。“租客和美丽屋之
间签了房屋租赁合同，是房屋
租赁关系。租客两个月后不再
居住，以实际行动表示违约。
应按合同约定解除房屋租赁
合同。”赵光绪说，押金等可以
作为违约金。

“至于租客签订的租房贷
款合同，这是另外一种法律关
系。房屋租赁合同的终止并不
必然导致租房贷的终止。要解
除租房贷款的法律关系，租客
应与租房贷款的单位协商。”
赵光绪说，至于是否要承担违
约责任，要看租客与租房贷款
公司的合同如何约定。“由于
双方已终止了房屋租赁合同，
租房贷款公司在租赁合同终
止后，支付给美丽屋的租金，

美丽屋应当返还。”
“租客与美丽屋对签订合

同时双方是否知情各执一词，
但租客在不能提供相关证
据的情况下，其签字是有效
的。”赵光绪律师提醒，签合
同时，一定要看清楚合同内容
再签字。

赵光绪说，租客租房时
通过中介与金融机构签署
贷款协议，由金融机构一次
性向中介支付一年的房租，
同时由租客按月向金融机
构还房租贷款，如果中途租
客不租房子了，那么租客是
与中介解除租房合同，但是
租客与金融机构的贷款是
没有解除的。租客在与中介
解除租房合同后，依然向金
融机构支付了租金的，可要
求房屋中介偿还或追偿。

解除租房合同后仍支付租金该咋办？

可要求房屋中介偿还或追偿

美丽屋：

尽快解决问题，返还用户费用
对租客反映在美丽屋租

房遭遇租房贷扣款的问题，6
月17日下午，美丽屋工作人员
回应，“每位申请房租分期借
款的用户，我公司均会提醒其
详细阅读相关协议，自愿选择
是否在租房时以分期方式借
款支付房租。”该工作人员表
示，原则上来说，有个别租客
称自己不知道办理了月付金
融是不存在的。

“如果租户提前退租，且
已按合同约定内容办理了退
租，终止了合同契约，并足额
缴纳了违约金，但仍收到催收
信息，美丽屋将由专门部门检
验调研。如确认结清所有费
用，但仍有催款信息，我公司
将帮助其对接三方金融平台，
积极协调解决，并视实际情况

督促、跟进金融方尽快解除其
贷款绑定。”

“美丽屋作为租房企业，
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贷
款业务。”该工作人员说，如果
经核查，此租客确已缴付违约
及各项费用，但还是被无故扣
款的，我公司将积极核查自
检，并联系晋商金融尽快帮助
个人解决问题，对于被误扣的
费用，将在我公司与晋商金融
沟通后，返给用户个人。具体
返还路径将视具体情况按实
际缴费路径返还。

17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
晋商消费金融的客服，向其询
问有关赵芳遇到的问题，客服
表示需要发采访函给他们，之
后有专人给记者答复，但截稿
前记者并没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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