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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改造“四不拆”
装修时，很多人都会对房屋原有结构进行改

造。专家提醒，无论是毛坯房还是精装房，装修
时有“四不拆”：承重墙不可拆、承重梁柱不可拆、
墙体钢筋不可拆、阳台矮墙不可拆。

承重墙、承重梁柱是支撑楼层的墙体，一旦遭受
破坏，会严重影响整个建筑结构，无法保证建筑的安
全性、抗震性等性能。墙体中的钢筋一旦遭到破坏，
就会削弱墙体和楼板的承重力。阳台矮墙一旦拆改，
可能导致阳台承重能力减弱，甚至导致阳台下坠。

此外，精装房装修时不能随便拆改那些安装
有水、电、煤气管线的墙体；拆改如涉及卫生间、
厨房地面或墙面等有防水结构的部分，务必记得
重做防水工程。

改造房屋结构时，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和
安全规范的拆除流程进行，不能想砸哪就砸哪，
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误拆
误打带来的安全问题。

改造房屋结构前，要先将图纸送给物业管理
部门审批。此外，应与施工方协商并签署备忘协
议，确定因误打误拆造成损失的责任归属。提前
做好这两点准备，可以有效避免施工中可能产生
的纠纷。

家装课堂

经过几年的“野蛮生长”，长租公
寓行业正进入“洗牌期”。业内人士预
计，未来房屋租赁机构将日趋专业化
和规模化，市场集中度亦将随之不断
提升。

克而瑞副总裁张兆娟日前在
“第三届地新引力峰会”上表示，
2017年开始，长租公寓市场上资本
蜂拥而至，收购一栋楼往往是四五
家公司在竞价。2018年，行业遭遇
了“甲醛门”“租金贷”，以及部分租
赁机构资金链断裂跑路等问题后，
四季度开始遇冷，不少企业开始暂
缓布局长租公寓领域。2019年一季
度开始，租赁行业开始复苏。“经过
了两三年的洗牌，市场开始回归理
性，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企业正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CEO柳佳认
为，2018年长租公寓行业过热。“就
像人发烧一样，体温高会将病毒杀
死，留下健康的细胞，人体免疫力也
会增强。”她认为，“行业中急功近利
的企业、不扎实做公寓的企业被淘汰
掉，剩下来的就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的主力。”

根据易居克而瑞发布的《2019房
地产多元投资领域全景报告》，我国住
房租赁市场总规模预计达15510亿
元，其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合计达
5565亿元，占比35.9%。

中航信托信托业务部总经理李晓
梅分析认为，“虽然目前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不健全、不成熟，但在北上广深等
热点城市，租房仍是有不少年轻人的
首选。随着消费升级和年轻人居住理
念的改变，租房逐渐将替代买房。同
时，从合租房、群租房，转向独立的、有
品质的公寓产品，也将成为都市年轻
人的生活方式。”

从资本的动向来看，国际投资
机构也在“用脚投票”，投资瞄准
行业头部企业。日前，加拿大魁
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DPQ）宣布
战略投资魔方生活服务集团，为
其 D 轮融资 1.5 亿美元。CDPQ 亚
太区私募股权投资总经理林明安
表示，作为长期投资管理机构，
CDPQ 将为魔方的未来项目拓展
提供资金保障和战略支持。柳佳
称，魔方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完
善 IT 系统和会员体系，进行项目
并购及轻资产拓展，打造高效、便
捷、智慧的公寓管理协作平台，为
行业赋能。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认为，
房地产多元化并不好做，房企前30强
基本都布局了长租公寓行业，但很多
企业都参与了一年之后回归“老本
行”。“原来动辄进账几亿元，审批数百
万元都觉得是小事情，进入长租行业
后，开发商每天都要和100元、200元
打交道，习惯改不了。”

一家已布局长租公寓行业的标
杆房企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发投资
领域转做经营长租公寓的实践中，他
遭遇了很多困扰。“政策的变化、盈利
模式不确定、培育期过长、缺乏团队
人才，这都是我们碰到的困扰。我们
布局的方向要进行重新审视和思
考。”

“魔方已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建筑商、物业持有者等探索出加盟、
托管、合资等多种灵活的合作模式，
共同开展长租公寓项目的管理和运
营。”柳佳透露魔方已开始加速轻资
产战略，除了在原有租赁经营领域
继续发展之外，魔方还将加大在管
理体系上的投入，为更多公寓企业、
资产所有方提供运营服务，从而成
为行业服务商。“魔方将输出和共享
IT系统、团队、培训服务和金融服务
等，将资源向整个行业开放。”

(据新华社电)

长租公寓行业步入“洗牌期”
资本助力头部企业加速扩张

置业海南恒大金碧天下，筑
巢湖海边，让鸟语花香的陪伴，成
为家人的日常。

足不出户，玩转生态海居
位于北纬20°海南海花岛畔，

尊享2000米纯美海岸线，出门即是
15公里的海天一色。清晨，推开窗
就是碧海蓝天；傍晚，与心爱的人牵
手漫步海岸，邂逅浪漫海居生活。

执子之手 漫步湖岸
安家海南恒大金碧天下，在春

日午后漫步湖畔，与挚爱在温柔的
海风中依偎而坐，细听群鸟欢鸣。

中央景观湖、滨水栈道贯穿整
个小区，借用自然式曲线驳岸设计，
多处布置喷泉、叠水、水岸亭阁、繁花
秘境，湖园植物相互围绕，缱绻不离。

择一处湖海大境，给家人一
处春暖花开的诗意栖居。

推窗即景 超高植被覆盖
恒大金碧天下拥有约10万

平方米欧陆水系园林，40%超高
植被覆盖率。当您被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轻声唤醒，映入眼帘的是
大自然的点点滴滴。

人间四月芳菲尽，湖海繁花

正当时。漫步于湖景层叠的园林
之中，放慢脚步，感受缤纷美景相
伴。步行景异，让您每一次的归
家之旅，都能感受到美景环绕。

一湖诗意 典藏浪漫时光
恒大金碧天下，亲海园林大

城，在鸟语花香中演绎春的篇章，用
一湖诗意典藏浪漫时光。建筑面积
约145平方米的阔绰瞰海高层，将
生态园区与静谧湖景尽收眼底，放
眼远望能欣赏到海天一色的风景。
醇熟社区，实景现房，坐拥繁华，尽
揽缤纷万象，礼遇品质海居生活。

感恩陪伴，业主奖励再升级，
老带新成交享2%现金奖励，被推荐
购房者享额外95折，再减3万元。
老友变新邻，共享“荐”面礼，与其久
仰，不如品鉴。 （广文）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消费者委
员会获悉，近期消费市场出现一些
装修消费骗局，一些装修公司利用
各种优惠折扣吸引消费者，短时间
聚集大量装修预付款后携款跑路，
给消费者带来巨大财产损失。

据介绍，装修投诉主要问题集中
在以下几点：一是合同约定问题，如
一些装修公司与消费者约定装修材
料用一线品牌，实则是普通品牌或
三无产品；二是施工质量问题，一些
装修公司不按图纸施工；三是额外
增加费用，一些装修公司签订合同
后以各种理由增加收费；四是虚假

宣传，如号称提供免费设计，但如果
消费者不接受设计方案不选择对方
时，则被要求扣除设计费。

广东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首
先，拒绝低价诱惑，多了解装修公司
的专业能力和售后服务；其次，要耐
心仔细阅读合同，明确装修标准等。

此外，切忌开工之前一次性缴
纳装修全款，建议在合同中约定价
款的支付比例进度，分阶段、按验收
合格情况分期付款。为确保保修服
务质量，消费者最好保留6%至8%
的装修款在装修完工后次年付清。

（据新华社电）

幸会湖海诗意
悦见浪漫时光

装修消费骗局频出
切忌开工之前一次性缴纳装修全款

2019年首尔车展日前在韩国
京畿道高阳市举行。来自全球
227家汽车、能源、电子、通信设备
及零配件厂商参展。展馆外春风
拂面，展馆内“绿意盎然”：氢燃料
电池、电动、混动等新能源技术令

“绿色”成为当之无愧的车展“主题
色”。

据主办方统计，参展商在车展
上共展出 63款环保车型，包括 1
款氢燃料电池车、42款纯电动汽
车、13款混合动力车，以及7款插
电式混合动力车。这些环保车型
占 全 部 展 出 车 型 的 比 例 高 达
34%。

作为唯一一款参展的氢燃料
电池车，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推出的
NEXO吸引不少参观者。据介绍，

该款车型目前已实现量产，注满液
态氢燃料后续航里程可达约590公
里。

在电动车方面，韩国起亚和德
国宝马都带来了新款电动概念
车。首次参加首尔车展的美国电
动车品牌特斯拉也带来了旗下
Model S、Model 3 和 Model X
三款车型。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中国车
企也带来了各自技术或产品。
比亚迪展出了汽车零部件以及
电子元器件产品和技术。松果
汽车展示了12款电动汽车，成为
唯一携整车参加首尔车展的中
国品牌。

除整车外，各大参展商还展出
了大量未来感十足的“黑科技”，向
观展者描绘了5G和人工智能时代
的汽车业图景。韩国主要移动运
营商SKT展示了其基于5G技术的

“信息共享无人驾驶技术”，以及防

止智能车辆遭受黑客攻击的“量子

安保网关技术”等。

现代汽车展示了诸多互联汽

车研发成果，例如通过手机对车辆

实现远程操控，或通过手机将车主

信息和座椅、空调、音响等设置进

行分享。

首尔车展创办于1995年，是韩

国规模最大的车展，今年迎来第12

届。今年车展以“可持续、智能化、

移动革命”为主题，共开设七个主

题展区。

与往届车展类似，“本土作战”

的韩系车在首尔车展角色重要。

据主办方提供的资料，来自韩国的

各类厂商达百余家，在参展的21家

整车制造商当中，韩系车企达到6

家。

(据新华社电)

首尔车展“绿意盎然”
聚焦环保、互联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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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下旬，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在海南隆重召开。
作为凤凰网“2019博鳌新闻采访
用车”，东风本田艾力绅全程为媒
体和精英人士提供优质出行服
务。

作为东风本田布局国内高端
MPV领域的诚意之作，艾力绅集

时尚大气外观、宽敞舒适空间和
优越驾乘舒适性于一身，自上市
以来一直深受喜爱。

艾力绅全系标配电动双天
窗、三温区自动空调等配置，同时
还配备了本田“安全超感”系统等
科技系统，让出行人员出行更自
如。

值得一提的是，艾力绅的静
音表现极佳，让宾客出行更舒
适。在强劲动力的驱使下，艾力
绅为凤凰网媒体人员和与会嘉宾
带来良好的驾乘体验。

高端豪华的气质、优异的产
品实力、良好的市场口碑，使得
艾力绅多年来在中国 MPV 市
场中充分展示出卓尔不群的品
牌风范。 .

(广文)

3月28日，以“向新而行”为主题的比亚迪
2019年春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钻石球场开幕。
比亚迪造车新时代顶层设计——BNA架构全面
升级，多项创新技术迎来中国首秀。同时，比亚
迪旗下燃油、DM、EV纯电三大矩阵同台亮相，
共计9款王朝系列新车登场。

比亚迪专注自主研发,掌握核心科技，“中
国芯”IGBT4.0得到普遍应用。第三代DM技
术硬件、软件全面升级，为比亚迪新能源车型
带来更高动力性、更佳经济性、更优平顺性以
及更好的NVH静谧性。高标准化、高集成化
的e平台技术，在动力、经济、安全等方面全面
优化。

基于全面开放的智能生态，在强大的
硬 件 平 台 和 软 件 平 台 基 础 上 ，比 亚 迪 的
DiLink 系 统 不 断 进 化 ，不 仅 能 够 支 持 近
400 万款海量应用，还能为用户带来更多
实用的用车场景。譬如通过远程影像，实
现物品遗落（车内）提醒、接收快递等功
能。目前，透明全景影像功能已经在全新
一代“唐”EV 上搭载，消除 A 柱、底盘等车
外盲区，减少不必要事故的发生。在不远
的将来，更多海量应用场景将彻底改变消
费者的用车生活。

本次发布会给消费者带来比亚迪庞大的产
品阵容，让消费者感受到比亚迪开放生态所带来
的用车体验。 (广文)

3月30日-3月31日，海南安
骅雪佛兰举办“谁试英雄挑战赛”
全新迈锐宝XL&探界者试驾会，
专业讲师、教练团队以及众多车
友参加。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提供专

业的赛道让人们可以全方位体
验车辆性能。活动中，专业教练
团队带领人们解锁更多实用的
车辆驾驶技巧，专业讲师全方位
为车友讲解雪佛兰全新迈锐宝
XL与探界者的各项性能，让广
大车友更深入地了解全新迈锐
宝XL与探界者。

全新迈锐宝XL首次引入通
用汽车驱动科技——2.0T智能变
缸涡轮发动机与9速HYDRA-
MATIC手自一体变速箱动力组
合，拥有卓越不凡的动力性能与油
耗表现。车辆搭载的发动机最大
额定功率为 177 千瓦，从 0 至
100km/h 的加速时间仅需 7.2
秒。 (广文)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三大矩阵 九款新车
比亚迪春季新品发布会举行

谁“试”英雄 为梦想轰鸣
全新迈锐宝XL及探界者试驾会落幕

车·资讯

首尔车展上展出的梅赛德斯奔驰EQ银箭汽车。 新华社发

艾力绅助力凤凰网
提供优质出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