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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样板间 项目名称：金碧文华
设计师：彭照华
面积：约160平方米
设计说明：设计以浅色、暖色调为
主，空间更为宽敞大方。简欧的设
计中带了点新古典的气息，白色沙
发与地面深色地板的对比视觉更
加洁白亮堂、层次丰富。纯白的地
毯、黄洞石的墙面，使得房间看起
来干净利落。

“我们搬进小区才4年多，就出现了
漏水、开裂，小区还不管这事，一直拖拖
拉拉的。”吴女士家住10楼，记者刚进她
家门，她就指着门口的墙体木柜说：“你
看，房屋漏水造成了这个木柜都变颜色
了，而且能够明显看出来漏水的痕迹。”
记者循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木柜确实有
被水浸泡过的痕迹。

记者随后在吴女士家的客厅、两个
卧室及阳台看到，房屋的天花板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缝隙。“原来没有出现这种情
况，自从去年威马逊台风后，墙角、天花
板便出现渗水和漏水的现象，当时我们
都拿了好几个盆子去接水，台风过后，天
花板便渐渐出现裂缝。”她说，“现在一到
下大雨天气，就担心漏水。”

吴女士说，她曾为此多次向物业和
开发商反映，但是均无果，“每次找他们
理论，他们都说是楼上没有装修，台风雨
大，造成空房积水而漏水的，一直没有给
出最终解决办法和说法。”

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的是海南三原
华庭物业公司。该小区物业主任席江
说，吴女士已经多次向他们反映了这个
情况，而且他们也请开发商代表一同前
往该业主房屋进行了调查，发现造成该
楼房漏水的原因主要是在去年“威马逊”

超强台风的时候，吴女士楼上的房屋因
为空置未装修而造成大量积水，才使得
楼下漏水。

“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积水渗漏也
是难以预料的，谁会想到当时雨大风大，
而楼上业主买楼后也没装修，才产生楼
下漏水。”席江认为，“这应该不是开发商
的问题。项目交房时，是检测合格了才
交付使用的。如果是房屋质量问题，为
何其他房屋却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对此，项目开发商也是如此认为。
对于天花板出现裂缝的问题，物业公司
和开发商均认为是装修材料热胀冷缩造
成裂缝，“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墙体
经过漏水，热胀冷缩就会造成小裂缝。”

“对于楼上业主一直未装修问题而
造成的漏水，由于楼上房屋业主长年不
在海口，所以很难沟通。每次联系上对
方时，我们都极力劝说该业主进行装修，
却一直没有肯定的答复，对此我们也是
没办法，这是业主的权利。”席江表示。

对于吴女士提出的维修问题，席江认
为，如果按照业主所说的维修问题，目前
也不在维修范围内，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
和签订的协议，房屋维修只是保外墙维修
五年，其他部位保修2年，而该业主房屋
是2010年交房的，已超过了保修的期限。

吊顶选择有诀窍

吊顶在现代家庭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
起到一个美化空间的环境。但是用不同材料、在
不同区域做吊顶，选择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在餐厅，可在四周做吊顶，中间不做。这
种选择可用木材夹板成型，设计成各种形状，配以
射灯或筒灯，在不吊顶的中间采用新颖的吸顶灯，
有效增加视觉上的层高，适合大空间的客厅。

有些家庭想将阳台装修得有情调，可考虑吊
顶，但是需注意选择使用防潮、防霉、防开裂的材
料。推荐用桑拿板做阳台吊顶，然后再放一些植
物装扮阳台吊顶，使阳台成为一处独立的风景，令
人身心愉悦。

卧室吊顶对隔音效果要求比较高，目前这方
面的材料主要有四大类：轻钢龙骨石膏板、石膏
板、夹板、铝蜂窝穿孔吸音板。卧室吊顶在整个
居室装修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吊顶装修
材料选择中，不但要追求美观、牢固，也要坚持隔
音、环保的原则。

（本栏目鸣谢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作为海南超大型家居建材商城，金
盛达二期15万平方米美好生活家居馆
招商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各国际国内
一线大品牌积极响应。目前，科勒卫浴
设计体验中心、欧派整体家居生活体验
馆、马可波罗瓷砖旗舰店、大自然地板等
商家纷纷强势进驻。

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以4300
亩总规划用地领航海南家居建材市场。
项目集大批发、大流通、大展厅及现代电

子商务为一体，综合产品研发、仓储、物
流、配送、金融、科教文化、餐饮、休闲、旅
游、购物等服务，实行“超前规划、统一管
理”的经营思路。同时，着眼于区域经
济、社会、环境的均衡发展，形成一个布
局合理、功能区划分清晰、环境优美的新
型现代化家居建材物流产业园。

最新推出的金盛达美好生活家居
馆，以倡导“美好生活”观为使命，致力于
为消费者带来领先的家居消费体验，海

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在此次招商中采
取低租金策略，在最大限度减少建材商
家成本支出的同时，让商家拥有大型的
产品展示旗舰店，并联手金融机构为商
家带来资金服务保障，给予金融政策支
持，全方位扶持广大商家。同时，7月15
日前入驻的商家均可享受8折优惠。（财
富热线：0898-66973888/66860808 ；
项目地址：海口市丘海大道过椰海大道
往中线高速屯昌方向2公里处。）

恒大出品铸就滨海度假典范

海口湾，磅礴万物于一湾

海居，是一种靠海而居的居住形态，是人们
对大海的向往，对自然的原生追求；是一种世界
眼光、一种开放心态、一种人生境界。

海居，不是简简单单靠近海就行，不仅要有绝美
的海洋湾区资源，同时也要求周边的城市现代化建
设成熟，人文与自然完美融合。因此，真正意义上的
湾区海居生活在我国乃至全球都是稀缺的，如威尼
斯、巴厘岛、北海道、夏威夷等无一不闻名世界。

海口湾，国内湾区的佼佼者，处于海南黄金北海
岸，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毗邻主城区北部核心滨海
区，临眺琼州海峡，拥享热带风光的绚丽多彩，令人
喜爱，为之向往。

CBD轴心，拥揽一湾繁华
在火热的湾区海居潮流中，恒大·海口湾横

空出世，逐渐映入人们眼帘。它雄踞海口主城区
国贸CBD与西海岸黄金分割点，背靠世贸中心，
于世界级城市湾区，得享不可复制的绝版一线海
景资源。它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畅达，距离海
口火车站15分钟车程，距离美兰国际机场也仅20
分钟车程，一揽都市繁华。恒大·海口湾，产权式
度假酒店公寓，七星级酒店配套，谨为打造极致度
假生活体验，是海南恒大公司继御景湾后，于海口
打造的又一巨筑，必将成就海居标杆之作。

首付8万元起，抢高品质精装准现房
恒大海口湾高品质精装准现房，首付8万元

起，送2000-3500元/㎡豪装，3年返还15%总房
款。临街旺铺清尾钜献，数量有限，机会难得！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棠路3号
热线：089836333555

夏季促销实惠多，刚需促成香饽饽

暑期装修，正中“夏”怀

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二期
美好生活家居馆招商火爆

海口这套商品房
是谁写的“漏室铭”

前不久，北京市发布了《木质家具
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中针
对木质家具制造业提出了大气污染物
排放的控制要求，并已于 7 月 1 日进入
标准规定的第一阶段。然而，既然水性
漆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较低且对消费者
来说更加健康，为何多年来推广缓慢？

业内人士表示，首要的阻力来自于
行业。目前，水性漆的生产和使用成本
都偏高。因为是新产品，所以水性漆的

产量较少，原材料基本是从外国进口
的，价格昂贵，这让涂料企业压力很
大。另外，水性漆由于漆膜薄，所以要
多用几次才能达到与用油性漆相同的效
果。例如，用油性漆涂刷，可能刷“一底
两面”就够了，而用水性漆涂刷，就要做
到“四底两面”或“四底一面”，这不仅增
加了施工程序，还增加了材料和人工成
本。所以对于家具企业而言，用水性漆
的成本比用油性漆提高20%—50%左右。

其次是目前水性漆市场的知名度
不够高。一些消费者和涂装工人用惯
了油性漆，习惯了油性漆的高丰满度和
全封闭效果，虽然他们认可水性漆的环
保性能，但也会习惯性地认为，水性漆
的硬度、耐磨耐刮性差一些，并且这种
观念往往很难改变，需要企业加强消费
教育和市场引导。

第三是相关上下游企业之间关系
松散。上下游企业要联合攻关，包括设

备攻关、技术攻关，共同推动家具水性
漆的普及。因为水性涂料跟油性涂料
的施工工艺不同，这需要水性涂料的生
产厂家、使用厂家、水性涂料的设备生
产厂家共同努力，根据水性涂料的特
性，设计生产出合适的工艺、合适的设
备。有专家认为：“现在的涂料厂家和
涂料应用企业衔接得很紧密，但和设备
厂家的衔接比较疏松。用一句俗话说，
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没有有机地

结合起来。”
相比业内关注的水性漆推广进程

和速度，消费者更关注的是水性漆的环
保和质量能否兼顾问题。“油性漆的环
保性能差，但据说使用水性漆的家具不
耐热、易划伤、硬度差，杯子一烫就会留
下印记。”记者调查发现，类似这样的说
法在消费者中广为流传。那么，水性漆
的质量能有保证吗？

（岳纲举/《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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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油改水”面临三道坎行业透视

“房子还没住几年，就开始漏水、开裂。”家住海口市和平大道金泰·海名轩
小区的吴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近日，她向海南日报房产家装周刊热线
反映称，她曾多次就漏水问题向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反映，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海南瑞来律师事
务所律师夏余扬认为，天花板出
现裂缝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是质
量和施工工艺问题造成的，也可
能是装饰装修造成的；墙体、墙角
渗水的原因也有多种，如外墙裂
缝或外墙质量（包括涂料、外墙批
档等）引起的渗水等。

他说，出现上述裂缝情形后，
物业公司应当与开发商对天花板
开裂漏水、墙体渗水问题进行检查
并确定原因；若不能确定原因的可
以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建筑
物质量检测确定裂缝漏水、渗水的
原因，再确定维修、赔偿责任。

他认为，保修期是开发商与施
工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并不适用于
住户与开发商之间，而开发商对于
出售给业主的房屋在其使用期限
之内都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质量
保证责任。所以，若裂缝漏水、墙
体渗水等情况确实是因质量问题
引起的，开发商应当承担维修、赔
偿损失的责任。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听说夏天装修对房子不好，而且
装修也很热，可我们又着急住进去，怎
么办呢？”近日，准备装修新房的郑新芳
来到海口市城西路一家装修公司进行
咨询。

她说，她身边的朋友都建议自己避
开夏季装修，觉得春秋天才是新房装修
的黄金季节，并列出夏季装修会碰到的
弊端，比如墙体很容易开裂变形甚至墙
面脱落，因为夏季容易受潮，还会碰到乳
胶漆因为干得慢发霉变味等情况，水电
在高温装修情况下也会存在一定问题。

夏季装修也是好时机

在传统的装修观念里，夏季或许不
是家装的最佳时机，这让家装公司多少
有些“无奈”。

星艺装饰海南公司负责人柯宗石
告诉记者，“只要在装修过程中妥善处
理好夏季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没有什么
问题。”最近每当有新的顾客过来，他都
会专门安排设计师认真解答问题，努力
打消业主对夏季装修的疑虑。

“如今在家装市场上，已经没有绝
对的淡旺季之分了。只要消费者愿意，

家装公司可以提供很多应对性措施来
解决他们的家装难题。”柯宗石说。

在采访中，不少公司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目前家装淡季到来，家装公司应
继续在市场定位、内部管理、设计工艺
等方面下苦功夫，“只有淡季的市场，没
有淡季的思想。”这句话永远只青睐于
具有责任感与竞争力的家装公司。

记者近日走访市场发现，虽然到了
夏天，一些家装公司的订单比平常有所
下降，但还是存在大量的“刚需”消费，刚
需族显然已成为夏季“淡季”家装市场的
消费主力。在夏季装修市场上，一些下
半年急于入住的“婚房”和春节前准备入
住的业主，“暑期档”反而成了“香饽饽”。

海南省室内装饰协会秘书长陈裕
立认为，很多业主对夏季装修存在思想
认识上的误区，其实选择夏季装修有利
有弊，业主不需有太多顾虑。况且随着
现代装修技术的提高，只要注意细节，
夏季也是装修的好时机。

商家淡季优惠出击

进入夏季以来，海南各大装修家居
卖场、家装公司及家居品牌推出了各类
促销活动，让传统“淡季”呈现出“火热”
的局面。日前，记者在海南金盛达建材
家居广场看到，瓷砖、卫浴、地板等不少

建材品牌都推出了各式的优惠。团购、
让利、特价、折扣、存抵、抽奖等多种搏
人眼球的促销活动，为传统“淡季”的家
装市场带来了可观的人气。

在海口国度建材城二期马可波罗
瓷砖品牌店内，记者看到有三四组消费
者正在选购瓷砖、讨论
装修方案等问题。该
店销售顾问蔡珊珊告
诉记者，进入夏季，无
论是品牌还是卖场，优
惠幅度都很大，所以逛
店的消费者比较多。

海南金盛达建材
家居广场副总经理李
立青表示，传统意义上
说，夏季是建材市场的
淡季，但正因为如此，
品牌和卖场都会通过大幅度的优惠去
吸引消费者，如今市场促销越来越频
繁，让传统的淡旺季已不那么明显了，
相反，淡季市场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
惠。

不仅仅是家装市场，像华浔品味、
星艺等装饰公司也在淡季进行了一系
列促销活动以吸引业主。“除了优惠促
销，在淡季主要是加强管理，以此提升
售后服务和装修质量。”柯宗石说。

相关链接

狭路相逢
家装行业谁胜出？

刚需增加、新房比例下降是目前家装市场大
趋势，谁也没有傻到逆趋势而行。对于大型家装
公司来说，实质就是新房装修单值变小了；但对
小一些的公司来说，二手房量在逐渐增加，而二
手房的单值明显比新房要高。

大部分家装公司都瞄准刚需市场，互联网家
装产品更是直指刚需家装，从价格到工期都力求
做到极致，但即使如此，互联网家装的瓶颈依然
凸显出来。东西卖出去了，施工、客服跟不上，消
化不动，后果就是退单和投诉，而对于有的家装
公司来说，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互联网和资本的介入对家装行业是好事，行业
是该整合一下了。但现在有勇气改变的人和企业
太少，好多还在观望，都想趁着这轮互联网的资本
借势杀入，捞一杯羹。“不求做先锋，只求做长久”或
许是一些后来默默进入互联网家装的企业的心声。

狭路相逢，到底谁胜出？拭目以待。
（《新京报》）

1.家装公司好派工
夏天装修，装饰公司一般会采

取比较好的防范措施，多数都会选
择处理防潮、防滑经验更丰富的工
人，施工工艺相对也会更加精细，
更不会因为赶工而偷工减料。

2.材料好坏易辨别
装修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木

材、人造板、胶乃至购买的家具，
都可能隐藏着甲醛，而在夏季，用
鼻子闻就能大致判断主材或装修
工人使用的辅材是否环保。

3.木工刷漆效果佳
对于木工刷漆来说，夏季温度

高，空气含灰少使得漆膜成型好，
而且油漆干得快，打磨也就及时，
这样油漆的光泽度能充分显现。

4.瓦工粘贴更牢固
由于夏季温度较高，水分蒸

发过快，瓦工为了保证瓷砖充分
吸水，多数会提前浸泡，有的还要
进行二次浸水，这样吸饱水分的
瓷砖就能服帖地粘在地面和墙
上。而且又可以开窗户通风自然
晾干，瓷砖也能粘得更为牢固。

5.有害物质释放快
夏天淡季装修时的高温天气，

有利于加速空气中甲醛等有害物质
成倍释放，使新居更为安全环保。

6.隐患问题反映早
夏天淡季装修完工后，会经

历由潮湿到干燥的“时效”过程，
这时装修项目中存在问题的地方
会更早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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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的问题
业主都不能遭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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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漏水
楼下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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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中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