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家装投诉高发

在全国范围内，家装消费的投诉案
例呈高发状态。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
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
度，全国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立案查处涉
及家装的违法案件高达2762件。

记者梳理发现，家装陷阱主要集中
在以下三方面。

装修前：以低价套餐为噱头招徕消
费者，签约后却拒绝履约。广州消费者
戴先生看到“99800元全包80方全屋装
修”的广告后，与商家签订《预定合同》并
支付了1万元。然而，商家两个月后安

排工作人员上门测量，此后则再无进展，
并拒绝兑现“全包”套餐。当戴先生提出
解除合约时，商家说戴先生的1万元属
于定金，如要求解约则定金不退回。后
经消委会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商家
同意退款8000元，并在期限内履行完
毕。

消委会专家认为，在这个案件中，
商家以低价吸引消费者，其后工程实施
难以按时展开，很有可能是商家将客源
转给其他装修公司过程中出现了衔接
问题。

装修中：装修材料以次充好。去
年，贵州消费者田某在某建材城购买了
瓷砖，然而安装后发现瓷砖颜色深浅不

一，遂与商家产生争议。经当地消协工
作人员查证，经营者给消费者安装的瓷
砖确实分为三个批次，直接造成了地板
出现色差，经过调解后，商家对消费者
予以赔偿。

装修后：质量问题难以保证。消费
者刘女士称，其与某装修公司签订合
同，约定完工后保修期为3年。然而，
在保修期内房屋墙面和吊顶就出现了
裂隙，装修公司却以房屋本身有质量问
题为由拒绝保修。专家实地检验后认
为，施工房屋出现的裂隙是施工中操作
不规范造成的。后经当地消委会工作
人员调解，由装修公司上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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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木质感
打造自然风家居

温暖明亮的自然风，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装
修风格之一，其装修要点是大量使用具有树木质
感的地板和门等。同时，利用木头、竹子等自然素
材制作的素朴家具，一起把整个房间营造出自然
风。

选择自然风格的装修，务必要好好运用具有
树木质感的材料。比如，具有木肌纹理一样凹凸
感的地板。

要打造自然风，照明上可以使用多个圆润的
小吊灯。一盏灯亮度不足的场合，多装几个就变
得明亮起来。

筐和竹篮是自然风不可缺少的配件。平常清
洁用的亚麻布可以放在竹篮。

自然风的装修，颜色上要统一，要具有明亮且
素净的点缀空间，水、木、绿植等自然元素都可以
充分运用起来。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1月6日，广汽传祺“全场景奢享
大型MPV”GM8在海口正式上市。
随着GM8的上市，广汽传祺全面开
启高端化步伐，撬开全新的市场增长
空间。

GM8拥有超 5米车长、3米轴
距。车辆第二排头等舱座椅，配备固
定式宽大扶手、电动腿托、睡眠头枕，
并具有按摩功能。整车NVH使用大
量隔音材料，营造出360度全方位静
谧车内空间，实现怠速接近零震感。

GM8拥有同级少有的“双电动
侧滑门+电动尾门”配置，四种自动
开启模式让驾乘者使用更便捷。车
辆拥有第二代PEPS无匙进入及一
键启动，手机无线充电、220V商务电
源等贴心配置。其中，炫酷In-Joy
三屏智联+双10.1寸后排娱乐屏，可
以让中控大屏与智能手机相互连接，
后排双屏可独立播放影音，让驾乘者

畅享前沿智能乐趣。
GM8搭载传祺第二代320T发

动机，匹配稳定的爱信第三代6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动力强劲、平顺，百公
里综合油耗低至8.9L。

GM8应用GAC高强度安全车
身设计，匹配全方位6安全气囊。车
辆拥有全方位智能安全驾驶辅助系
统，配备ACC自适应巡航系统、FCW
前碰撞预警系统、AEB主动刹车辅助
系统、LDW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等高端

科技配置，让驾驶者无忧安全行车。
GM8配置德国博世第九代ESP 9.1
系统，360度全景影像与自动泊车辅
助系统，让驾驶者可以从容应对各种
复杂路况，让安全一路相随。

2017年，广汽传祺坚守匠心、砥
砺前行，在车市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
销量逆势上扬，轿车与SUV均衡发展，
全系累计销量达50.86万辆，同比大幅
增长37%。其中，明星车型GS4全年
销量超33万辆；GS8雄踞豪华大7座
SUV前列，全年销量突破10万辆。

2018年是广汽传祺成立10周
年，广汽传祺将围绕“强健体质，持续
创新，树立危机意识，深化品牌建设，
为传祺新十年奠定坚实基础”的发展
方针，继续高效发展。同时，广汽传
祺将推出4款新车，进一步完善产品
矩阵，力争到2020年实现100万辆
的产销规模。 （广文）

传祺GM8海口上市

新政策加严排放限值
报废机动车再生利用率将达95%

环境保护部近日修订了《机动车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提出逐步加严新生产机动车一氧化碳、
总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
限值。

这份修订后的技术政策提出，对于新生产机
动车，由环保部统一制定国家排放标准；鼓励地方
提前实施更严格的新生产机动车国家排放标准及
油品质量标准。强化新车达标监管，重点加强重
型柴油车生产、销售等环节监管。生产、进口企业
获知机动车排放不符合规定的环境保护耐久性要
求的，应依法召回。同时，机动车生产及进口企业
应依法向社会公开机动车的排放检验信息和污染
控制技术信息，为机动车达标监管和检测维护提
供技术支持。

政策要求，积极开展天然气、液化石油
气、乙醇、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汽车的研发和
应用，鼓励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替代燃料汽
车。城市公交、环卫、邮政、物流等行业应优先
选择新能源汽车、替代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
汽车。

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前实施轻型车和重
型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到2020年，报废机动车
再生利用率达到95%，机动车污染防治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据新华社）

2018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
子展（CES）1月9日正式开幕。中国
百度公司在开幕前的媒体日活动上，
发布了新版自动驾驶开放软件平台

“阿波罗2.0”。
“今年是AI（人工智能）加速落地

的一年，”百度总裁张亚勤当天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夯实移动基础和取
得AI时代领先，是百度作为一个AI
公司的两大战略，一方面我们利用AI
技术对移动搜索、信息流、视频等现
有技术进行升级，另一方面，AI还会

为我们创造自动驾驶等新的产品。”
百度最早在2017年4月发布了

“阿波罗”平台，该软件平台旨在协助
汽车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结合车辆
和硬件系统，快速搭建自己的自动驾
驶系统。

最新发布的“阿波罗2.0”平台，
被称为自动驾驶开放平台上线以来
的“最强版本”，支持简单城市道路自
动驾驶，并将推出场景化、商业化的
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全面支持英特
尔、英伟达、恩智浦和瑞萨四大芯片

公司的主流车载计算平台。
“阿波罗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在国

际合作中，我们并不是要别人把核心技
术告诉我们，而只是在数据层面的共
享，”百度副总裁邬学斌对记者说。

目前，百度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和
美国的硅谷及西雅图等地设立了技术
中心。据张亚勤介绍，该公司将继续发
力全球化人才战略，宣布设立阿波罗全
球实验室，并与优达学城联合启动全球
首个阿波罗在线课程，旨在使平台成为
自动驾驶行业人才的培训基地，推动全

球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百度集

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陆奇还以中美
连线直播的形式，展示了十辆不同类
型、不同功能的百度无人车在北京百
度大厦周边开跑的场景。据介绍，百
度将与奇瑞在2020年量产L3级别的
自动驾驶汽车，与金龙客车在2018
年量产无人驾驶微循环巴士，并与洛
杉矶交通部门合作计划在2018年底
在洛杉矶为残障人士推出自动驾驶
共享出行试点服务。百度自动驾驶

首个海外项目已落地新加坡，将与新
加坡智能出行公司AMI展开合作，
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推广自动驾驶技
术商业化，参与当地智能交通建设。

“AI正在改变现有行业，并赋能
新的行业，而一切改变正在以中国速
度发生，”陆奇说，“AI没有国界，创新
没有国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将
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带来更多机会
的历史性机遇。在这个机遇当中需
要大的国家、领先的企业去引领和开
拓。” （据新华社）

维权还需多方合力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专家
建议消费者应选择正规家装公司，理性
对待商家促销，仔细拟定合同条款，明
确经营者保修责任。

邱宝昌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家
装产品及服务时要选择信誉可靠、
质量好的商家，签订合同前要查验
其证照和资质等级证书是否齐全；
面对商家促销时需理性对待，货比
三家，同时注意保留商家促销宣传
页等证据，将商家承诺的优惠条件

写入正式合同。施工过程中，如工
程更改或者经营者有新承诺，应把
更改和承诺内容形成文字材料，并
双方签字确认。

此外，消费者在与家装公司签订合
同时，应标明施工工期、质量要求、装修
材料明细表、验收程序等，并注意在约

定装修材料标准时做到细致、明确，应
标明家装涉及材料的品牌、型号。此
外，消费者应与装修公司签订工程保修
协议书，明确保修项目、保修期限等相
关事宜，以防后续面临“追责难”“维权
难”等问题。

（经济参考报）

进门就挨宰 花钱还受气

家装“全流程陷阱”防不胜防

1月 11日下午，著名篮球运动
员易建联现身海口新埠岛，出席“时
代人物的生活主场”广物·海南之心
品牌代言发布会及岛主之夜活动，
正式签约为广物·海南之心品牌代
言人。

发布会上，在现场数百名嘉宾
的见证下，易建联与广物·海南之
心项目总经理庄泽共同签署品牌
代言协议，易建联在现场拓下手印
作为签约纪念。易建联还与广物

地产集团总裁助理陈敏然互赠纪
念品。

广物地产集团海南公司董事长
艾景祥表示，易建联健康、阳光的形
象，与广物地产集团打造的阳光地产
品牌企业形象高度契合。广物地产
集团扎根海南十年，始终坚守“对社
会负责、对员工负责、对合作伙伴负
责、对业主负责”的经营理念，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多次组织了公益骑行、
海口马拉松及社区邻里运动会等全

民健身活动。
易建联表示，他非常喜爱海南的

碧海蓝天和清新空气，非常认可广
物·海南之心的高端定位。广物·海
南之心产品均出自国际大师手笔，看
到现场让人感觉非常震撼。

据了解，这是易建联首次代言地
产品牌。他表示，自己作为广物·海
南之心的品牌代言人，将向全国人民
宣传令人向往的海南生活。

（广文）

易建联代言“广物·海南之心”

天津户籍出新政
租房也能落户

1月9日，天津公安机关发布并开始实施创新
举措，符合天津市引进人才政策等有关条件的人，
将可以“租房落户”。

据天津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副总队长刘学
涛介绍，即日起，对于符合天津市引进人才年龄和
学历条件（全日制本科学历35周岁以下，研究生
学历45周岁以下），在津就业并连续缴纳社会保
险一年以上，在津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并合法取得
居住证，且本人或直系亲属无名下合法产权住房
的，可在其长期租赁房屋所在地社区落集体户口。

刘学涛说，当前，引进人才落户存在着种种问
题，如本人或直系亲属名下没有住房、就职单位无
条件设立集体户口、在人才市场落户又会导致人
户分离等，“租房落户”将有效破解这些“无房落
户”的困难，服务人才在天津长期稳定就业和长期
稳定居住。为保障这项新举措有效落地，一些配
套细则也将于近期出台。 （据新华社）

1月9日，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领域“风向标”的2018年美国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CES）正式开幕，工作人员在清洁一款自动驾驶概念车。1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约4000家企业参加今年的展会。 新华社发

装修前看
到广告上宣传
的所谓“全包
价”，其实真正
的花费根本打
不住；装修中材
料以次充好、工
艺“缩水”；装修
后一跑了之，根
本没保修……
“进门就挨宰”
“花钱还受气”，
不少经历了装
修过程的消费
者都有这样的
抱怨。由于家
装消费专业性
强、家装市场无
序竞争等原因，
消费者频频掉
入家装陷阱。

支持简单城市道路自动驾驶

百度发布新版阿波罗2.0

2018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开幕

“游击队”装修埋雷区

这些家装消费“雷区”究竟是怎样
埋下的？

首先是入行门槛低、监管薄弱致使
市场主体良莠不齐。

据广东省消委会专家介绍，家居家
装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大量缺乏资质
的经营者甚至“游击队”承揽家装业务，
一些商家所谓的“优惠套餐”“全包价”
只是吸引消费者上钩的“诱饵”，待拉到

订单后再转包给其他家装服务商。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南岸路家装市

场时了解到，这里的装修工人大多来自广
东河源、湖南邵阳等地，一些村民跟着一
两个“头儿”出来打零工，由于家装市场有
季节性的特征，“旺季就回来接工、淡季就
回去种田”，还有不少工人声称自己是“全
能型选手”，既能当木工、又能当油工。

其次，消费者对家装市场不熟悉，
容易陷入消费陷阱。

多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开发商与
装修公司之间打通了信息，消费者的信

息被多家装修公司“共享”，致使不少消
费者在对家装市场尚未形成成熟认知
的情况下，便签订了装修合同。

至于材料“调包”现象的发生，业内
人士表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家装主
材价格已逐渐透明化，而实体店面既有
租金价格还有人力物力成本，当消费者
发现实体建材城的装修材料价格远远
低于官方电商平台上显示的报价时，应
考虑实体商家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切忌贪小便宜而吃大亏。

第三，企业违法成本低，导致家装

企业无视合同。
针对装修公司装完“拍拍屁股就走

人”、消费者面临“维权难”的问题，中国
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表示，一
方面，在签订的具体合同中，经营方往
往只简单地注明商品名称、规格、型号
以及价格，很少注明违约后应该承担的
责任，这导致消费者在后期维权中拿不
出有效依据；另一方面，企业违法成本
较低，一些企业打“擦边球”，甚至在涉
事关停后换一套牌子继续开门营业，极
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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