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醛检测结果不一致、丢报告、不赔偿

长租公寓空气检测之痛何时休？

又到毕业找房季，长
租公寓日益成为年轻人热
门之选。近期，不断有租
客向记者反映自如公寓的
空气质量问题：有的公寓
出示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显示合格，但第三方检测
却发现甲醛超标；有的租
客向自如申请空气检测迟
迟拿不到结果，最后竟被
告知“报告弄丢了”；有的
租客自费委托第三方检测
显示甲醛超标，自如虽承
认却拒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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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一汽红旗首款豪
华C级SUV——HS7海南地区
上市仪式在海南优之杰红旗4S
店举行。

红旗 HS7 是红旗继 H5、
H7、HS5后推出的全新旗舰车
型，以强大的产品力、出色的技
术实力为中国豪华C级SUV市
场树立了新标杆。此次红旗
HS7共推出4个车型，全国统一
售价区间为34.98 万—45.98 万
元。

红旗HS7车辆动力性能卓
越，搭载3.0L机械增压发动机和
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车辆内饰
设计稳重大气，中控台采用哑光
金属装饰板、木纹饰板等材质，
质感十足。

红旗 HS7 拥有宽敞的空
间、优秀的NVH性能、14向电
动座椅调节功能、后排娱乐影
音系统和三温区独立空调等配
置，能为驾乘者带来愉悦舒适
体验。

新时代、新红旗、新梦想、新
征程。一汽红旗愿与社会各界人
士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广文）

7月6日，全新BMW 3系车
辆海口上市发布会举行。全新
BMW 3系此次共推出六款车
型，价格区间为31.39万元-36.39
万元。

全新BMW 3系车辆以更
高段位的手法融合了运动和舒
适功能，车辆底盘达到更高平
衡。全车零部件将强劲、精准、
敏捷、舒适等车辆特性推向更
高层次。BMW工程师们代代

相传的精准调校，结合创新液
压减震器技术、电动随速助力
转向系统，让全新 BMW 3 系
车辆的日常驾驶呈现轻松自然
的状态。

作为BMW运动精髓的杰
出代表，全新 BMW 3 系车辆
不仅开创了豪华运动轿车细分
市场，也是BMW品牌“驾驶乐
趣”的最佳代名词。第七代
BMW 3系车辆以当仁不让的

傲人姿态，持续引领中型豪华轿
车风潮。 （广文）

7月13日，比亚迪海口翔飞
4S店在海口举行宋Pro新车上市
发布会。宋Pro以颜值加冕生活
美学，以智能赋能多彩出行，以技
术进化用车体验，以实力陪你开
启美好未来。

依托比亚迪高阶汽车孵化器
——BNA架构打造的宋Pro，以
新实力、新标准、新体验为中国千
万家庭打造美好车生活！宋pro
作为宋的换代车型，可提供燃油、

DM、EV三种动力车型。比亚迪
宋Pro的长、宽、高尺寸分别为
4650、1860、1700mm，轴距为
2712mm。在 HEV 模式下，宋
Pro DM四驱性能版车辆可以输
出238千瓦的最大综合功率，百
公里加速仅需 6.5 秒。宋 Pro
DM四驱高能版车辆在四驱性能
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台前轴驱
动电机，可输出348千瓦的综合
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仅需4.7

秒，能满足部分用户对更高动力
的追求。 （广文）

室内装修
防水工程有讲究

家庭装修时，有哪些区域需要进行防水处

理？一般来说，卫生间、阳台、厨房等区域都要进

行防水处理。

不管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阳台，都可能因为

土建外墙防水措施不到位造成渗漏，装修时要及

时进行防水处理。

目前装修公司多用防水涂料进行防水处理。

有些业主意识到了防水的重要性，就希望涂料刷

得越多越好。其实，防水高度达到200cm就能满

足正常生活需求。

一般来说，卫生间如果进行干湿分离，干区墙

面防水建议涂刷高度为120cm，淋浴区建议涂刷

高度为180cm，阳台防水涂刷高度在30cm以内

即可。如果阳台上放置了洗衣机等家电，那涂刷

高度应有所增高。厨房的防水可参照阳台的处理

方式。

防水涂料要刷得均匀平整，如果出现了气泡

或孔洞一定要及时修补。

防水施工后，要进行蓄水测试，24小时以上

无渗漏视为合格，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进行48小

时蓄水测试。测试过程中，要注意查看墙角、楼下

天花板等地方是否有渗漏。如果出现了一点小水

渍，就要进行返工处理。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检测报告离奇“失
踪”，租客维权艰难

甲醛检测报告离奇“失踪”——
上海静安区武定坊自如租客秦先生
遇到这样的怪事。

因入住后经常发烧、白细胞数值
低，去年9月，秦先生向自如申请了
甲醛检测，自如合作方检测公司上门
检测，但秦先生却迟迟没能拿到报
告。致电检测公司得到回复：报告早
于检测一周后就已出具给自如。但
公司以自如付费检测为由，拒绝向秦
先生透露检测结果。

秦先生随后多次联系自如管家，
始终被告知“检测结果还没出来”。
无奈之下，他于去年10月份自费委
托了一家具有CMA资质的检测机
构重新检测，结果显示：房屋甲醛值
为0.13，超过《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
定的0.1标准。

根据自如官方的承诺，只要出具
CMA资质检测机构的甲醛超标报
告，就能无责退换租、帮助空气治理
或提供90天空气净化器使用权。秦
先生找到自如理论，对方称秦先生必
须将报告原件和发票上交，复印件无
效。如果要退租，必须承担一万多元
的押金和服务费损失。

“原件上交我不就没有任何证据
了吗？”秦先生没办法，只得继续追索
自如方最初的检测结果，但自如方负
责管家不断换人，最终答复他：“不好
意思，你的检测报告弄丢了。”

自去年阿里员工因病去世，家属
检测其生前租住的自如房源甲醛超
标一事后，自如推出了板材等各方面
升级的“深呼吸1.0”房源。南京江宁
区一位租客告诉记者，今年3月，他入

住自如“深呼吸”公寓时觉得房间有
异味，自费找了一家有CMA资质的
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示甲醛、
TVOC等指标均超标。而入住前自
如出具的房屋甲醛检测报告却显示
合格。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记者发现类
似案例并不罕见，针对自如“甲醛房”
问题的投诉达90余起，投诉问题大
多没有得到正视和解决。

检测结果为企业自检

近期，记者以求租者身份在北京
随机约看了两套自如房源。据自如
官网显示，这两套房源都是“深呼吸”
房型，首次出租，空置超过30天，空
气质量显示由英国某公司研发的检
测仪器检测合格。

但记者进房后，发现依然能闻到
刺激性气味。两位管家均表示，这是
因为家具为全新的原因。

当记者提出自如之前被曝光甲
醛超标，对房源的空气质量有些担心

时，上述两位管家承认，对新装修的
房源只采取了通风处理，建议记者不
要选择首次出租房源，最好是寻找一
些二次出租或是多次出租过的房
源。如果一定要选择首次出租房源，
只能平时多通风，并使用空气净化器
加以辅助。

其中一位管家更是直言，虽然公
司规定房子装修完要放置30天散
味，但仅有30天的空置期很难完全
放净甲醛。由于放置时间越长，公司
承担的成本越多，所以一旦30天期
满，就会释放房源。

自如南京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自如公司拿到房源后，对于首
次出租的房源空置一个月后，会安
排内部质检人员手持仪器上门检
测。记者在自如APP上查看房源
时，的确能看到房源的甲醛检测结
果，但检测方式为手持检测仪检测。

这种自检的方式合理吗？“长租
公寓企业自身通过便携式测试仪器
得出的数据结果，只能作为参考，没
有法律效力。”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

家邱宝昌说。
南京优尼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王岩介绍，第三方具有CMA检
测机构对房屋空气质量的检测，一般
提前封闭待检测房间门窗12小时，
采样人员现场取样，再及时送回实验
室分析，出具的检测报告才具有法律
效力。

为什么选择用手持甲醛仪而非第
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记者采访了
自如公司，自如回应，由于供不应求，
全国检测机构消化自如原来的房源以
及新出房源检测可能需要10-12年
的时间，考虑到检测的便捷性，就选择
了手持检测仪，但是如果租客有要求，
也可以选择第三方检测。

部分监管部门相互推
诿，侵权责任难认定

早在2002年，国家就针对房屋
空气质量出台了《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对甲醛等空气污染物的安全标
准值提出了明确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相对于社会分
散的房源，长租公寓品牌托管的房
源为了保持统一风格，多数会在上
架前重新装修、配置家具，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房屋空气污染物
超标的风险。机构报告显示，未来
我国长租机构房源占比将突破
20%，头部企业管理房源将突破
200万间。

多位专家表示，长租公寓体量庞
大，以甲醛超标为代表的长租房源空
气质量问题，会对广大租客造成潜在
健康风险，应作为公共安全问题予以
高度重视。

邱宝昌认为，企业自检行为缺乏
公信力，检测应由具备法定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依据法定标准，按照法定程
序进行真实、权威的检测。

据记者了解，北京、浙江等地有
关部门已针对自如等长租公寓不合
规经营的行为进行约谈，督促整
改。但目前还有些城市存在相互推
诿、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一些地方
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甲醛超
标是装修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本该
属于建委下属单位负责。但建委会
以装修材料属于市场流通领域，推
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则认为，装修材料运到房屋
后，应属于建委监管。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邹伙发自2018年开始就代理多起甲
醛房诉讼案，但因医学界未能确定甲
醛与白血病等疾病的直接因果联系，
导致租客举证困难。目前，多数受害
者仅仅得到退还租金、服务费，赔偿
检测费的补偿。

邹伙发等律师建议，相关案件应
适用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因污染环
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承担举证责
任，证明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即由企业证明污染造成
的损害与其无关。

（据新华社电）

从 2009 年销量不足 1 万辆，到

2018年的125.6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

在十年间经历波折也快速成长。目前，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脱离补贴“舒适

区”，发力智能化、电动化等领域，寻找

新的增长点。

近日，在中国“汽车城”吉林省长春

市举办的第16届长春汽车博览会上，一

汽、北汽、比亚迪、WEY等品牌均在展

厅内展示多款新能源汽车，打出购车优

惠的同时着力凸现智能装备、续航里程

等特色。

记者在车展走访时，多家车企经销

商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补贴取消的明

确调价通知，咨询购车的客户仍然较

多。35岁的长春市民李广志，决定买一

台新能源汽车作为上下班和接送孩子

的代步工具。

“现在新能源汽车动力配置和智能

装配上都不错，而且在城市里跑既环保

又省钱。”李广志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61.4万辆和61.7万辆，同比增长48.5%

和49.6%，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根据中国政府加大绿色发展和创新

发展的决心，2017年开始逐步减少新能

源汽车购买优惠补贴，到2020年完全取

消。目的是倒逼新能源汽车行业加大创

新发展本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北汽的展厅经理宋博文告诉记者，

随着补贴政策调整，公司在三电、核心零

部件的制造研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

“卖得最好的EU5R500配备电池预

加热系统，适合东北地区的气候，即将上

市的EC5则主打智能电控。”宋博文说，

“作为经销商，对补贴退坡后的销量也有

焦虑，但相信新能源汽车是必然趋势。”

从2019年起，中国政府放宽了对汽

车领域外资的准入限制，涉及新能源汽

车、商用车和乘用车等对象。

尽管一些业内专家认为，这对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一个挑战，但采访中

像宋博文这样信心很足的行业人士还

有很多。

在展会现场记者观察到，当新能源

汽车站在从政策驱动转为市场驱动的

拐点时，不少品牌正在成长为“造车新

势力”。

东风展区的工作人员范景涛向记

者展示了即将推出的风光纯电动车E3，

预计售价在10万元到15万元，续航里

程在405公里，配备了最新的智联系统。

在车展上，5G移动通信、导航系统、

传感技术、智慧交通等相关技术和产业

优势也进行了展示。

业内人士预测，未来新能源汽车

将结合这些新兴技术，向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方向发展。而补贴新措施

从“补车转向补桩”，改善新能源汽车

使用环境的同时，也在倒逼新能源汽

车领域加速变革，实现行业的良性发

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相关部门获悉，重庆首个
基于5G的L4级自动驾驶开放道路场景示范运营
基地已在重庆仙桃数据谷建成，并同期建成5G自
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将于近期实现基于
5G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落地。这标志着重庆在
5G商用和自动驾驶产业应用方面实现重大进展。

今年年初，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中国电信重
庆分公司、中国信科集团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签署协议，启动建设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
服务平台。该平台包括占地700多亩的自动驾驶
封闭专用测试场地、重庆某公园半封闭场地、33公
里开放道路3个区域，囊括了危险场景预警、连续
信号灯下的绿波通行、路测智能融合感知、高精度
地图下载、5G视频直播、车辆远程控制6个应用场
景，可为自动驾驶汽车测试提供基础场景开发、运
营等服务。

5月中旬，该项目在仙桃数据谷率先发布了
城市交通场景下的5G远程驾驶应用示范，实现了
人车分离的远程驾驶。据介绍，目前相关机构已
在仙桃数据谷完成了低时延、大带宽的5G网络建
设和场地网联化改造工作，自动驾驶车辆可在4
公里的循环路线上进行示范运营。

长安汽车是首家入驻5G自动驾驶开放道路
场景示范运营基地的车企。长安汽车智能化研究
院智能驾驶所所长梁锋华表示，这是长安汽车L4
级自动驾驶首次在开放道路场景下的运营。长安
汽车在仙桃数据谷内将可提供自动驾驶出租车服
务和公交化运营服务，实现诸如实时线路行驶、停
车避撞、跟随行驶、室外全自动泊车、公共交通流
路口转弯等多种功能。

业内人士表示，重庆作为国家首批5G应用示
范城市，建成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
台，将通过5G全覆盖的自动驾驶试验示范道路，
基于自动驾驶的“车脑”和5G的“智能路”协同合
作，共同保证车辆驾驶在复杂的环境中安全稳定
运行，为汽车行业走向自动驾驶时代奠定基础，推
动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升级。

（据新华社电）

摆脱“补贴依赖”

中国新能源汽车
寻找新突破口

重庆建成5G自动驾驶
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

车·热点

豪华C级SUV红旗HS7上市

比亚迪宋Pro海南上市

全新BMW 3系海口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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