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注重线条的装饰，摒弃了传统家具较为复

显得更加清新优雅。材质上不单单继承了原

用的材质，在经过融合之后形成的新中式风

是 一 种 与 时 俱 进 的 发展理念和典雅、唯

从收房装修到入住不到1个月

扩张太快，长租公寓深陷“甲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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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力耀羊城

全新捷豹E-PACE
华南区域上市

9月8日，全新捷豹E-PACE
南区上市发布会在广州市广州塔
下 举 行 。 在 一 场“ 驭·见 E-
PACE”的 精 彩 演 出 中 ，捷 豹
PACE家族的最新成员——新英
伦豪华轿跑 SUV 全新捷豹 E-
PACE在华南区域闪耀上市并交
付给首批车主。

作为奇瑞捷豹路虎首款全球
同步投产的车型，全新捷豹E-
PACE展现了捷豹品牌一脉相承
的美学设计基因。全新捷豹E-
PACE共推出六款车型，厂商建议
零售价为 28.88 万元至 39.58 万
元。

全新捷豹E-PACE将轿车的
舒适性和豪华性、跑车的运动性、
SUV的大空间和通过性融于一
体。为了更好地满足新一代捷豹

车主的需求，全新捷豹E-PACE
搭载了一系列卓越的高科技配
置。在加装自适应动态模式后，
捷豹“驾控管家”可调动态模式能
对车辆动态性能进行个性化设
置，包括油门灵敏度、换挡速度、
转向比、悬架减震器硬度等，驾驶
模式多达16种。同时，全新捷豹
E-PACE采用 Ingenium 2.0 升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9速自动变速
器，并搭载运动化调校底盘及智
能四驱系统等配置。

全新捷豹E-PACE为车主提
供了充足的车内储物空间和便利
的用车体验。车辆后排坐椅放倒
后，装载容积可扩至1141升，能够
容纳至少6个20寸标准登机箱。

为保证车辆的卓越性能与可
靠品质，超过150台全新捷豹E-

PACE 原型车经历了累计 25 个
月、横跨四大洲的严苛测试，500
多位全球顶级工程师与车辆动态
专家组成的测试团队对车辆进行
精心调校。从零下40摄氏度的北
极圈到48摄氏度的中东荒漠，从
德国纽博格林赛道到中国高山，
全新捷豹E-PACE纵横全球挑战
极端环境，展现出非凡性能与运
动基因。

全新捷豹E-PACE将英伦血
统和卓越品质相互融合，可以充
分满足消费者对车辆品质的追
求。未来，捷豹将延续目前的发
展势头，继续引入最先进的技术、
产品及全方位的客户服务体系，
让更多消费者感受“豹力美学”的
非凡风采。

（广文）

“拎包入住，省心轻松”是很多长
租公寓的广告词，但近期频繁曝出的
房屋空气质量超标问题令人忧心。
记者调查发现，在长租公寓扩张态势
迅猛的情势下，一些房子从收房、装
修到入住的周期还不到1个月，且使
用的材料问题重重。

有的新公寓甲醛几乎
“全超标”

近日，杭州一名白领王某因急性
髓系白血病离世，家人质疑死亡原因
与其租住的链家下属自如公司的房
屋室内甲醛超标有关。自如公司书
面回应记者称，9月1日起下架全国
九个城市全部首次出租房源，待检验
合格后再上架。未来所有新增房源
都将检测合格后上架出租。

今年6月，自如曾宣布：家具板
材从国标E1升级为欧标E0级板材，
标准从甲醛释放限量≤1.5mg／L提
升至≤0.5mg／L，升级使用墙漆与
墙面辅料标准，游离甲醛由国标≤
100mg／kg升级至“未检出”。

不过，一家接受自如委托的空气
检测机构告诉记者，近日，他们对北
京一个区数十套自如公寓进行室内
空气检测，结果触目惊心：所有新装
修公寓的甲醛浓度基本都超标。“新
公寓甲醛平均超标3至8倍。”该检测
机构负责人说。

存在甲醛超标问题的还不仅是
新装修公寓。一位在自如公寓居住
两年的租户说，房内至今能闻到刺鼻
味道，近期他购买甲醛测试盒检测，
发现甲醛还超标。

还有参与自如公寓检测的第三
方机构负责人表示，曾受委托对一些
出租时间超过1年的自如公寓进行
检测，甲醛浓度仍不达标。

业内人士表示，甲醛超标问题不
止自如一家，其他长租公寓运营商也
被指发生类似问题。

医学科普专家胡堃说，吸入甲醛
会出现水肿、眼刺激、头痛、恶心等症

状，皮肤直接接触可引起过敏性皮
炎、色斑、坏死甚至诱发支气管哮
喘。高浓度甲醛还是一种基因毒性
物质，孕妇长期吸入可能导致胎儿畸
形甚至死亡。

有的公寓从收房装修
到入住仅20多天

近年来，长租公寓迅猛发展，目
前长租公寓市场份额占第一的自如
在官网称，“经过5年的发展，已管理
价值3000亿的房屋资产，拥有房屋
40万间”。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
个小区看到，该小区一共2000多套
房子，自如托管了200多套，蛋壳公
寓托管了100多套。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长租公
寓赢利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靠装修带
来附加值提升；二是与业主签订合同
一般规定一年一到两个月的空置期，
空置期不计算房租，如果周转够快，
这部分差价也可以赚到；三是改变房
屋结构增加房间数量，即俗称“打隔
断”。

“当前长租公寓频频爆出的室内

污染，与企业不顾一切提高房屋使用
率和降低装修成本有关。”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

装修材料能便宜就便宜。北京
市大兴区一位长租公寓中介从业者
透露，按照行业惯例，企业与房屋业
主签订三到五年的合同，但装修费
用、家具电器成本都由公司承担。

“为节约成本，公司通常使用价格便
宜的板材和胶水等材料，有的表面
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甲醛等有害
气体就逐渐释放出来了。”这位从业
者说。

人工板材由于价格比较低廉，受
到长租公寓运营商的青睐。业内人
士介绍，室内装修通常使用胶合板、
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等
人造板材。甲醛具有加强板材的硬
度及防虫、防腐的功能，目前生产人
造板使用的胶粘剂，是以甲醛为主要
成分的脲醛树脂。

专家还透露，人造板制造家具的
甲醛含量相对较高。有研究显示：在
抽取的100套中密度家具样板中，检
测结果有59套甲醛超过国家有关标
准，超标率高达59％。

此外，乳胶、发泡胶、塑料、油漆
和涂料等也常常含有高浓度甲醛。

空置时间能短就短。杭州一位
房主告诉记者，他家的房子自住，邻
居家的交给蛋壳公寓出租。两套房
装修程度差不多，他家自住的一套才
装修一半，蛋壳公寓已经住人了。“眼
看他们从收房、装修到入住一共就
20多天。”

还有一些公司为多收租金，能多
隔就多隔一间，把客厅也作为房间出
租。胡堃说，客厅起到通风、透光作
用，把客厅封闭会大幅降低房屋的通
风条件，有害气体难以排出。

应加强专项立法和监管

对于目前多地发生的长租房甲
醛超标问题，记者采访一些地方政府
的住建部门，他们大多表示，注意到
了相关情况，正在商讨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郭雳表示，判断室内空气质量
是否达标的标准，主要为原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卫生部、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2年批准

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以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于2013年发布的《民用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
范》。目前，专门针对租赁房屋的环
境安全卫生标准，在法律上尚无详
细规定。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租房者维权
方面的难点在于：室内空气质量问题
本身存在一定的隐蔽性，承租人不容
易发现；空气质量监测需要利用专业
设备或聘请专业机构检测，花费较
高；空气污染原因存在多种可能，例
如租户添置家具、另行装修等，监测
结果容易造成扯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表示，
面对庞大的租房群体、爆发式增长的
长租公寓产业，政府相关部门应对企
业出租房源的装修等方面进行规范、
监督和有力惩处，不能任由企业“野
蛮成长”。

郭雳表示，目前，承租人的身体
受到空气污染的损害，要求出租人承
担侵权责任非常难。他建议，借鉴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
置的规定，由经营者承担更大权重的
举证责任。

（据新华社电）

8月 31日，海南宝翔行宝马4S店
在海口市举办车主观影活动，众多宝
马粉丝在电影《碟中谍6》中共同见证
了全新一代BMW M5的精彩。

据了解，全新一代 BMW M5 搭
载全新 4.4T 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动力强劲。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新
车百公里加速仅为 3.4 秒，从 0—200
公里/小时的加速时间仅为11.1秒。

为了换挡更快更便捷，全新一代
BMW M5舍弃了上一代车型的双离合
变速箱，采用8速Steptronic自动变速
箱，从最运动模式到最舒适模式有6级
可调，更为宽泛的齿比设定让车辆可以
进行更快的起步加速，具有更经济的巡
航油耗。

8速Steptronic自动变速箱针对全
新一代BMW M5发动机进行了赛车
化升级。与双离合变速箱相比，这样既
能保证换挡速度，又在舒适性上进行了
升级。

（广文）

别让隐蔽工程
变成“隐患工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1至8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813.47
万辆和1809.61万辆，继续保持小幅增长，增速与1
至7月比呈现一定回落。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同比增长2.77％和3.53％，与1至7月相比，增速
分别回落0.75个百分点和0.80个百分点。其中，
乘用车产销1531.88万辆和1519.26万辆，同比增
长 1.92％和 2.60％；商用车产销 281.58 万辆和
290.35万辆，同比增长7.69％和8.71％。

据了解，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60.72 万辆和 60.0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38％和87.96％。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完成
45.45 万辆和 44.66 万辆，同比增长 60.17％和
71.5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达到15.26
万辆和15.3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4倍和1.6倍。

此外，1至8月，中国品牌汽车销量前十家企
业为上汽、吉利、长安、东风、北汽、长城、奇瑞、一
汽、广汽和江淮。今年前8个月，这十家企业共销
售749.16万辆汽车，占中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的
81.32％。

（据新华社电）

今年1至8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小幅增长

所谓的隐蔽工程，指的是装修后被隐蔽起
来、表面无法看到的建筑施工项目。相较于可以
直接看到的表面工程，隐蔽工程需要人们给予更
多关注。因为隐蔽工程一旦出现问题，会给生活
添加很多的麻烦。以下这些隐蔽工程项目需要
重点关注。

1.防水工程。验收方法：封闭排水地漏，用约2
厘米高度的水完全浸泡，48小时后查看楼下是否
有水渗漏。

2.水管给水畅通程度。观察接头弯头位置是
否出现水珠或者渗漏。

3.检查照明和插座是否正常，开关、插座安装
是否牢固。

4.所有暗盒要平整，不能超出墙平面，暗盒间
要适当分开。

5.导线在管内不应有结头和扭结，导线距电脑
线、闭路电视线不得少于150毫米，以免产生干扰。

6.吊顶内的电线要用阻燃线管固定在顶上，线
路一次到位，线头全部卷好，吊顶内不允许有明露
导线。

7.强弱电路安装固定，铺设横平竖直，线管没
有太多的交叉，裸露线头要做好绝缘。

8.线路测试，确保每条线路连接正确。
9.查看电视信号是否清晰，有没有出现雪花和

干扰。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拍照、查验、拓印、挑选号牌……办
理新车上牌的一系列流程费时费力，曾
让车主们头疼不已。近日，浙江省丽水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在浙江率先推
出车辆登记业务“通道式”集成服务，一
条流水线、4个步骤，车主不用下车就可
完成登记。

“通道式”集成服务如何给车主带来
便利？记者随车主陈先生来到丽水市车
管所进行现场体验。进入车管所，只见
所有待上牌车辆有序等候在一条条专用
通道上。在丽水市车管所副所长林凯看
来，这是车辆登记的“高速公路”。

在引导员的指引下，陈先生把车开
进了小型车专用通道，将车辆合格证明、
强制保险单等相关材料递交审核岗窗
口，不到三分钟，工作人员就完成机动车
资料预审核。拿到审核材料后，陈先生
不下车继续沿导办车道来到机动车查验
区，完成新车查验、拍照等手续后，陈先
生领到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随后，陈先生继续驾车来到选号制

证岗，现场选取号牌。仅花了五分钟，陈
先生就拿到了行驶证、年检标志、机动车
合格证书。“一个个手续窗口就像是高速
公路的‘收费站’，‘进站’受理、领证‘出
站’，全程都不用下车。”陈先生说。最
后，陈先生驾车来到新车上牌点，二十分
钟后，工作人员将制作好的号牌安装到
车上，整个流程不到四十分钟。

“原先查验区与挂牌区、选号区等是
分离的，办理一项业务，却要排四五次
队，的确很不方便。”林凯告诉记者，在完
成流程改造、实现“通道式”集成服务后，
车主按照顺序依次进行车辆登记，只需
一次排队、一次办结。

此外，除了一次办结车辆登记外，丽
水市车管所也对办理大厅内的各项车
辆、驾驶证管理业务办理进行了全面的
整合，同步推出一窗办理，一证办理，自
助办理，免复印，免填表，免费拓印等二
十项“放管服”业务，让群众办理车、驾管
相关业务不用来回跑。

（据新华社电）

浙江丽水推出车辆登记“通道式”服务

不下车即可轻松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