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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前，如何选择设计师？

儿童安全座椅“上座率”太低
专家呼吁尽快立法推动强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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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不安装，安装不使用——这
是中国许多家庭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的现状。如今，私家车已走进千家万
户，但对于儿童安全座椅，许多家长
仍不够重视，手抱孩子坐车成为诸多
家庭的出行选择。同时，各地抽检儿
童安全座椅质量时也发现不少问
题。孩子的交通安全保护伞，如何才
能真正撑起来？

意识不强●●
买了也不用，“上座率”有限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平时带孩子远途出行才会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去附近公园或者打疫苗
时，就让孩子的爷爷奶奶抱着坐车了。

宁波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沈凌告诉记者，业内粗略估
算，中国一二线城市儿童安全座椅普
及率仅在10％左右，农村的普及率则
更远低于城市。

实际上，抱孩子坐车危险性非常
大。车辆发生撞击事故时，儿童将承
受大于自身体重多倍的力。世界卫
生组织公布的《安全带和儿童约束
（即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安全手册》
显示，0至4岁的孩子，使用不同类型
的儿童安全座椅，受伤害的风险会降
低50％至80％，5至9岁的孩子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受伤几率降低52％。

目前，合肥、上海、杭州、深圳等
多个城市，都出台了鼓励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的政策。

在深圳，不合规使用安全座椅要
被交警罚款。2015年1月1日，新修订
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罚条例》正式实施，对于“十二周岁
以下儿童乘坐在副驾驶位置，或者四周
岁以下儿童乘坐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
汽车未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儿童安全座
椅”的情况，处300元罚款。

可即便如此，儿童安全座椅的
“上座率”依然不高。深圳交警曾在
福田区彩田路一家幼儿园附近路段
两个多小时的执法过程中，拦停了10
余辆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车辆，仅有一

位家长给孩子使用了儿童安全座椅，
有的家长虽然购买了安全座椅，但一
直放在后备厢没有安装使用。

困惑重重●●
50元的座椅合格吗？

记者发现，许多家庭在挑选和使
用座椅时存在困惑。

困惑一：质量问题。家住北京朝
阳区的殷女士正在为孩子挑选儿童
安全座椅，经过调研她发现，儿童安
全座椅的价格跨度非常大，便宜的

“增高坐垫式”儿童座椅由布料制作，
价格只有50元左右；而大多数儿童
安全座椅采用塑料材质制成，价格从
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那么，几十元
的座椅能用吗？她心里没底。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上海市工
商局4月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对母
婴之家、京东、天猫等10家网络平台
和2家实体店销售的35个品牌60个
批次的儿童安全座椅进行抽检，17个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高达28.3％。

困惑二：儿童安全座椅究竟应该
用到几岁？目前出台政策鼓励安装儿
童安全座椅的城市，大部分都是要求
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在电商平台上，
儿童安全座椅的适用年龄范围非常
广，有供0至15个月使用的，也有供0
至4岁、0至12岁使用的，究竟该选哪
款？

困惑三：出租车不配备儿童安全
座椅，出行怎么办？

家住上海虹口区的李女士，孩
子已经半岁。由于没有私家车，出
租车又不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她出
行时都自备提篮。她担心的是，孩
子长大后，适用的儿童安全座椅体
积大、不便携带，如何保证孩子的出
行安全？

专家呼吁●●
以立法推动强制使用

针对目前儿童安全座椅使用意
识不强、普及率不高、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
长梁梅表示，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监
管和指导，另一方面则需要商家的自
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

为保证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自
2015年9月1日起，我国对儿童安全
座椅进行强制认证（即 3C 认证），未
获认证的产品不得出厂、销售、使
用。但市场上仍有不少“漏网之鱼”。

“几十元的产品，肯定是存在问
题的，因为儿童安全座椅不能使用回
收塑料制作，产品成本高。‘增高坐垫
式’的座椅也不能给幼童用，因为布
料材质无法固定住孩子。”梁梅说。

对于儿童安全座椅“坐到几岁”的
问题，梁梅表示，发达国家一般的要求
是36公斤、1.5米以下的儿童必须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她建议，我国应尽
快出台政策，强制推广儿童座椅在全
国范围内使用，在具体条文中，结合孩
子的年龄、身高、体重，规范儿童安全
座椅的使用。

对于出租车和网约车无法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的问题，记者了解到，
目前，滴滴平台已经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城市上线“宝贝专车”服务，用户
可预约在专车上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去年深圳两会期间，杜屏、胡桃
等10位深圳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
于出租车配备儿童安全座椅的建
议》。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出租车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也可以采用租赁模
式，探索商业新路径。

（据新华社电）

设计是装修的灵魂.。要找到值得信赖的设计
师，您与设计师接触时要提出问题，并仔细聆听设计
师的回答。同时，要仔细观察设计师的态度，譬如倾
听时是否认真，记录时是否详细，是否会提出自己的
设想。设计师应该对您的设想有所升华和完善，而不
是一味迎合。

仅有审美和生活理念的默契沟通还不够。好
的设计师应该担负“四大顾问”角色，即在为业主服
务过程中，要充当好空间顾问、技术顾问、配饰顾
问、家政顾问四大顾问角色。这对设计师提出了近
乎苛刻的要求，做好普通的空间顾问、技术顾问之
余，还要像个“保姆”一样充当配饰顾问和家政顾
问。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足够的敬业精神，是做
不到的。

就目前市场现状来看，免费设计已经越来越
少。首先是因为家装市场越来越成熟、规范；其次，
设计师学会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独立设计师
以及自己开工作室的设计师不会做免费设计，一些
颇具规模的大型装修设计公司偶尔会用“免费设
计”作为噱头，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但这很可能并不
是真正的免费，设计部分的费用也许已经包含在施
工或其他环节中了。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2018年，金地集团迎来30岁生
日。在金地集团举行的30周年庆典
暨产品品牌发布会上，700多位嘉宾
见证了金地30年来“科学筑家”的理
念和丰富的产品积淀。金地集团一
直秉承“产品领先”策略，目前已进入
了全国七大区域44个城市，服务于
42万余户家庭。

在30年的发展历程里，金地以
“科学筑家”为使命，以智慧创造居住
之美。从早期金地花园、金地海景花
园的一鸣惊人，到1998年金地翠园
开创市场先河，金地集团很早就在深
圳这片热土上崭露头角，展现出对产
品非同一般的追求。

1999年，金地推出金海湾花园，

项目以超前的创新设计理念和精良的
开发水平热销深港两地，引起行业追
捧，荣获“中国创新风暴特别金奖”等
荣誉。此后十年，从深圳到北京再到
华东、华中、西部等各大区域，金地用
一个个产品开发新版图，七大区域产
品各领风骚。如今的金地集团已全面
覆盖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在产品系列上，金地集团陆续推
出了褐石、名仕、天境、世家、格林、社
区商业、未来、风华、峯汇九大系列。
九大产品系列各具特色，全面满足各
种客户群的不同消费理念，打造了丰
富多样的居住之美。

30年来，金地集团秉承科学筑家
的品牌理念，关注前沿智能科技，并

与智慧人居理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
出Life智享家——十全十美健康科
技生活系统，实现人与家庭、人与社
区的互联，为业主提供更舒适健康、
更安全便捷的生活解决方案。

30年来，金地集团始终坚持精工
品质，用匠心筑造每一个细节。金地
集团以科学筑家、智美精工为产品品
牌内涵，从产品系列到通用品牌，从
硬件产品到软性服务，不断用科学构
筑美好生活，用创新铸就美好未来。

在传承与跨越的路上，金地集团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打造
更好的产品，服务于更广大的客户群
体，一起共创更美好的人居未来。

（广文）

金地集团举行30周年庆典暨产品品牌发布会

科学筑家 智美精工

记者从西安市房管局获悉，为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西安市
日前下发《西安市商品住房项目配
建租赁型保障房实施细则》，要求
西安市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
目按照不低于宗地住宅建筑面积
5%的比例，实物配建租赁型保障
房，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外来务
工人员、新就业毕业生及引进人才
的住房问题。

该细则适用于2017年9月13

日（以土地出让公告发布日期为准）
之后，西安市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
房项目，适用区域为西安市新城区、
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
桥区行政管理区域及高新区、经开
区、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航天基
地、国际港务区、航空基地等开发区
规划区域范围内商品住房项目配建
租赁型保障房的建设管理。同时，
要求西安市长安区、西咸新区也严
格执行该政策，临潼区、阎良区、高
陵区、鄠邑区、蓝田县、周至县可参

照执行。
细则要求，西安市新出让土地

的商品住房项目（含土地用途变更
为住宅的项目，不含城中村、棚户区
改造配套开发部分），在配建租赁型
保障房时应坚持与商品住房项目建
设同设计、同配套、同竣工、同交付
的原则。同时，西安市国土部门对
符合配建租赁型保障房的商品住房
项目，应在土地出让公告中明确配
建比例、配建面积等内容。

（据新华社电）

宁夏银川市日前出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实施细则》，其中明确，今后在银川市辖区范
围内，悬挂公安部门核发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
辆在社会公共停车场接受充电服务期间可免费
停放。

据了解，此次银川市还调整和增加了其他停
车优惠措施，如在各类停车设施（住宅小区除外）
停放时间不足15分钟的车辆、进入住宅小区不足
30分钟的车辆、办理业务合理时间范围内进入国
家机关及社会团体等单位的车辆均免交停车费，
残疾人专用机动车在各类非居住区内停车场可免
费停车3小时。

同时，银川市还推行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综
合考虑停车设施所处区域、交通拥堵情况、泊位使
用情况等因素将全市划分为不同区段，实行分区
段的差别化停车收费制度，在同一区段内，按照

“白天高于夜间，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下，拥
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
费标准，利用价格杠杆分流疏导，引导社会公众合
理使用公共资源。

为增强停车场经营者自律意识，鼓励守法、诚
信经营，银川市还将完善社会停车场价格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建立停车场经营主体及法定代表人
价格诚信考评档案，并实行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失
信行为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

（据新华社电）

西安商品住房项目
需配建租赁型保障房

在经历了近5000公里的奔波后，
2018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6月13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收官，在汽车组和摩
托车组中，均出现了三夺冠军的车手。

汽车组方面，吉利汽车固铂轮胎
车队赛手韩魏/廖岷（领航员）夺得全
场冠军，这是韩魏第三次夺得环塔拉
力赛冠军，也是环塔拉力赛史上第一
个汽车组“三冠王”。北京汽车越野
世家车队车手鹿丙龙以微弱劣势位

居次席，他的队友、上届冠军克里斯
蒂安·拉维利/让·皮埃尔（领航员）紧
随其后获得季军。

摩托车组方面，来自大明矿业
KTMR2R星之队的西班牙车手阿曼
德·赫尔南德斯再夺冠军，完成个人在
环塔拉力赛上的首个“三连冠”。他的
队友张敏、赵宏毅则分列二三名。首
次参加环塔的宗申赛科龙拉力车队车
手帕布洛·帕斯库尔排名第四。

汽车T2组，来自郑州日产车队的
乌日图那生/王恩（领航员）获得冠军，
江西五十铃车队侯红宁/涂建春（领航
员）获得亚军，北京汽车越野世家车队
李鹏程/刘雪原（领航员）获得第三名。

汽车公开组方面，运良山东金氏
红高粱越野车队周元福/刘伟（领航
员）获得冠军，力魔雄风车队徐挨利/
付昕明（领航员）、苏宝恒/苗晋华（领
航员）分列二三位。 （据新华社电）

2018环塔拉力赛收官

汽摩组均现“三冠王”

车•资讯

宁夏银川：

新能源汽车充电
可免费停车

6月11日，2018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车在河谷间穿行。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