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分析

时下，老百姓经常要花费几万、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元用于购买、装修住房。面
对如此庞大的市场，一些不法经营者往往
在合同中设置种种“陷阱”来诱骗消费者；
更甚者在使用建材时以次充好，令人防不
胜防。如何预防和破解其中套路，专家做
了解答。

合同暗设“陷阱”误导消费者

近年来，家装建材合同问题投诉很多，
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问题、质量问题，以及
市场管理问题三个方面。而合同问题主要
包括合同内容表述模糊，“暗设陷阱”误导
消费者，或不按合同内容履行承诺。

调查发现，众多家装企业与消费者签
订的合同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合同细
则、补充说明及一些解释条款都用非常小

的字体列在合同下方，在短暂的签订合同
过程中，很容易被消费者忽视。例如，在水
电改造方面，正常是按照面积来计算费用，
而一些企业却在补充说明中按照水管及电
线的长度来计算，以此在装修后期向消费
者索要更多的费用。

“大部分消费者对于装修知识都是一知
半解，这就给一些不良商家留下钻‘空子’的
机会。”专家说，装修建材种类繁多，质量参
差不齐，装修企业往往会在建材选择方面

“以次充好”，消费者很难发现。

装修建材家具质量要从源头抓起

“目前，装修、建材、家具投诉多的主要
原因是经营者诚信缺失、卖场管理混乱、相
关行政部门监管不到位、行业标准缺失、国
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等。”专家指出，目

前，在《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
第八条中，规定了从事家庭居室装饰装修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循的八项规则；在《合
同法》第七章规定了合同违约责任；以及新

《消法》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
然而，大部分相关法律法规仍局限在

事后处理阶段，缺乏事前预防的法律法规。
具体来说，关于产品质量，装修材料要

保证质量必须得从源头抓起。从生产上来
讲，企业不仅需控制产品质量，更要监控所
有的产品出货，从源头上保证产品质量。
不仅如此，经销商也需要在收货时做好二
度检查，避免问题产品的流通。与此同时，
加强服务建设也是装修企业的当务之急。

消费警示

鉴于房屋建材、家具行业投诉问题多，
投诉难解决的情况，消协发布如下提示：

首先，要查验装修公司资质，查看是否
有正规的营业执照以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具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承包范围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其次，为了避免装修过程中的纠纷，业
主在装修开工前一定要了解装修公司的运
作程序，包括装修设计款式、材料、质量标
准、付款方式等。在签订合同时，应详细审
查施工方案、施工工期、监理及验收程序的
说明、甲乙双方各自提供的材料的明细表
和日期等，同时还应约定好保修期及违约
金的赔付比例。

最后，在装修工程中避免层层转包。
转包的层次越多，越容易发生问题，从而产
生纠纷。消费者在这方面要特别小心。

（王君珉）

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获悉，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2019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监
测的 190 个经济体中，我国营商环境评价“登记财
产”指标从 2018年的第 41名上升至第 27名，提升了
14 名，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据对上海、北京两个主
要城市的评估显示，平均登记财产需 3.6 个手续、
耗时 9 天、成本占财产价值的 4.6%、土地管理质量
指数为 23.7 分。与 2018 年相比，登记财产手续减
少 0.4 个、耗时减少 10.5 天、土地管理质量指数提高
5.4分。

登记财产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之一，
主要用于衡量企业从二级市场购买土地、房产等不
动产所需的流程、时间及办理费用，并从信息透明
度 、土 地 争 议 解 决 指 数 等 角 度 评 估 土 地 管 理 质
量。评价涉及的财产登记程序、时间和费用包括
与不动产交易、税务、登记等政府部门之间的各项
事务以及律师、公证员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尽职调
查等事项。

我国登记财产指标排名获得大幅提升，得益于
上海、北京针对不动产登记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
措，简化管理程序和增强土地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和
透明度。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冷
宏志说，为优化营商环境，自 2017 年 5 月以来，原
国土资源部先后出台一系列制度措施，包括逐步
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大力推行“一窗受理、
并行办理”，开展“减证便民”服务，拓展网上办理
事项，延伸登记服务范围，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提供信息共享服务等。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所有市县的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
间分别压缩至 15 个、7 个工作日以内，预计 2019 年
底前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将分别压
缩至 10 个、5 个工作日以内，5 年内登记时间压缩
2/3以上、压减到 5个工作日以内。

（据新华网）

装修合同常暗设“陷阱”？

前两月楼市成交量普遍下降

3 月 11 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 2
月份全国 40 城住宅成交数据显示，2019 年
2 月份，40 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
积环比下降 39%，同比下降 13%，创近 4 年
同期新低。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
下降 48%，同比增长 33%；二线城市成交面
积环比下降 41%，同比下降 12%；三四线城
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30%，同比下降 20%。

2 月份，受监测的 40 城市累计成交面
积同比增速与 1 月持平。易居方面认为，考
虑到内部环境，全国性的调控政策短期内
不会放松，判断出该成交曲线在经历 2 月份
的大幅跳水后还将继续下滑。

和成交量持续走低相一致的是，住宅
市场的成交均价涨幅也在持续收窄。3 月
初，根据中指百城价格指数系统对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2019
年 2 月，全国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4724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0.10%，涨幅较

上月收窄 0.12个百分点。
中 指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分 析 认 为 ，综 合

2019 年 1~2 月份的市场情况，从供应方面
来看，由于受春节假期影响，开发商推盘节
奏放缓，热点城市推盘数量有所下降，市场
整体去化效果一般。需求方面，各线城市
成交量均有所下调。价格方面，百城住宅
均价环比涨幅继续回落，绝大多数城市价
格变化在 1%以内。

不仅如此，二手房的市场行情和新房市
场类似。2月份，易居方面监测的北上广深等
10大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为2.9万套，环比下降
40.9%，同比下降 7.1%。从环比下降四成来

看，成交量主要是受春节因素影响；从同比来
看，2月同比降幅较 1月扩大了 0.7个百分点，
2019年前两个月二手房市场依旧低迷。

易居研究院专家表示，结合当前的市
场成交情况，预计 2019 年上半年 40 城市成
交量将继续萎缩。“分城市类别看，一线城
市由于目前成交量已经处于低位，有望开
始企稳；东部二线城市后续将继续降温，其
他地区的二线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的成交
量则面临较大的下跌风险。”

政策精准调控 市场预期向稳

“ 因 此，2019 年 楼 市 整 体 仍 处 于 阶 段

性盘整过程，各线城市仍将延续持续分化
的市场格局，一二线城市成交量在政策趋
缓下基本保持稳定，三四线城市依旧面临
较大的调整压力。”上述中指院人士分析
认为。

2018 年全年，地方城市先后出台或升
级了“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控政
策，并且以个人房贷利率上浮为代表的信
贷政策趋紧也有效地扼制了投资投机需
求，房价涨幅逐渐收窄。2018 年末，住建部
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要求，在
业内普遍看来，“稳”将成为 2019 年房地产
市场的主基调。

事实上，前两月以来多个地方城市出
台了以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为目的的微调
性政策。例如，赣州市赣县区发布停止特
价房销售通知，要求特价房销售前必上报
住建局和物价局审批，3 月 3 日起住宅成交
单价不得低于该项目 2 月份同类型商品房
成交均价。此外，安徽合肥也加强“ 降价
房”的市场监管，对大幅降价影响当地整体
房地产市场的楼盘项目停办相关楼盘预售
许可证。

针对未来的房地产政策走向，专家分
析认为：“2019 年，稳经济稳房地产将是政
府的主要工作目标。在此前提下，整体市
场仍将保持稳定。”

在市场趋势方面，专家表示，在“因城
施策”背景下，各地政府根据市场运行实际
情况稳步优化政策体系。预计未来，房地产
市场整体将继续平稳运行，但各线城市市场
将延续分化。具体来看，一二线城市有望低
位企稳，部分三四线
城市将面临一定去化
压力。 （据人民网）

2019 年前两月，全国主要城
市受监测的新房及二手房市场普
遍出现量价双跌。尽管局部城市
小幅回暖，但是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就全国房地产市场而言，未来
预期整体向稳。在地方政府的精
准化调控作用下，一方面难以大
面积上涨，另一方面也预防出现
暴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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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空间争取空间争取空间 让小厨房让小厨房让小厨房智慧增容智慧增容智慧增容

厨房是家的功能重地，爱家的人会泡在这里。即便它空间再小，也要精心策划，细
心安排，充分地利用起来。

移动空间

一个可以自由移动的物品架，做饭的
时候呼来放在身边，不用的时候收起来放
到隐蔽处，给厨房增加一个漂流的小空间。

色彩清淡纯净 增加空间亮度

明 亮 的 色 彩 不 但 有 更 好 的 反 光 效
果，增加空间亮度，还可以提升视觉上的
清凉度，让你在做饭的时候心情放松愉
快，而不是挤在一个幽暗的小空间里大
汗淋漓，心情烦闷。

角落里的暗藏机关

觉得油盐酱醋横列眼前杂乱无
章的时候，搁置在角落里的小拉柜
可就给你解决大问题啦，简洁的外
观，轻便的滑轮设计，整齐紧凑的瓶
子家族阵列，真是小物大用。

秩序井然的抽屉王国

抽屉里的东西是不必挤成一团
的，分割有序的空间小隔断、各归其
所的用具小床，都俨然一个秩序井
然的小王国，让下厨的你拉开抽屉
就能直奔目标，不必忙乱地把抽屉
翻个底朝天。

搁物架的空间排列

厨房操作台上面的空间也该好好利用，
把所有瓶瓶罐罐的小东西尽揽搁物架中，规
整出一个拿放方便自如的空间，必不可少。

精准调控精准调控 全国楼市预期向稳全国楼市预期向稳
前两月楼市成交量普遍下降前两月楼市成交量普遍下降

瓷砖铺贴

地砖有干铺和湿铺。干铺地砖所用的泥浆
比较黏稠，而湿铺地砖所用的则比较稀疏。由
于铺砖方式不同泥浆的黏稠度也不同。干铺的
方式简单利落，用来铺地砖再合适不过，如果要
贴墙砖的话则可以考虑采用湿铺。

油漆选择

墙面刷漆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刚买的新房
子第一次刷漆，有的是对以前刷过的墙面进行二
次重刷，还有就是只对局部掉漆了的墙面进行补
刷等等，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

洁具安装

对于窄小的浴室来说，洁具摆好了可以使
小的空间发挥强大的功能。首先来说一说浴巾
架，浴巾架一般安装在浴缸的旁边，距地面 1.2
米左右的距离，上下都可以挂毛巾。然后是放
置肥皂的架子，装在洗脸池两侧的墙壁上，和摆
放牙膏等洁具的摆放台一条线，也可以装在浴室
里的墙壁上，方便洗澡使用。安装时工具不能与
洁具直接碰触，可以用有韧性的纸包住洁具，再
进行安装。对于浴室里的各种管制用具，比如水
管，最好使用不锈钢材质，方便擦洗亦不易生锈。

橱柜安装

厨房里必不可缺的就是橱柜。那么我们就
需要了解关于橱柜安装的装修知识。安装地柜
时，主要分三步。测量长度，找到连接点，最后
连接地柜。安装之前，要先把厨房地面打扫一
下，这样可以更准确的测量尺寸。然后找出连
接处，进行连接，一般地柜连接需要四个以上连
接件，这样柜体之间会更紧密。 （姚琪）

装修小知识

我国持续完善不动产登记
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墙面到底该用啥材料
相信很多人在装修之前，都会面对墙壁选

哪种材料的灵魂拷问。壁纸、乳胶漆、硅藻泥？
这三种不存在绝对的好和不好。一切视墙体条
件、审美需求、预算而定。

视觉效果：墙纸胜。乳胶漆可以调各种颜
色，而且一般都是免费调色的，但是没有花纹和
图案，要花纹和图案就得选择液体壁纸或者手
绘。壁纸有各种图案花色可以选择，甚至还可
以有凹凸造型。硅藻泥可以做图案和造型，但
是相对于壁纸来说，硅藻泥的图案和质感会显
得比较粗糙一些。

节能环保：硅藻泥胜。劣质的墙漆和壁纸
都有可能会产生污染。壁纸的污染，主要来自
油墨和胶水。墙漆的污染，来自涂料本身。而
硅藻泥，真的如传说般的那么神奇吗？去甲醛、
分解甲醛、无添加剂、释放负氧离子……其实跟
传统装饰材料相比还是较环保的，能够吸附甲
醛，这是真的，但其真正的优势在于隔音强、可
塑性强并防火防潮。

价格：乳胶漆胜。再来说钱，这是影响大多
数人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当然不同品牌、系
列产品没法比较价格，毋庸置疑，壁纸比墙漆要
贵。尤其是那些好看得有钱都买不到的壁纸，
基本就等同于“贴在墙上的人民币”。而硅藻泥
中上档次产品，不做造型的那种，估计也要每平
方米一百多元。

使用寿命：乳胶漆胜。在使用寿命上，墙漆
稳赢墙纸。尤其是潮湿的地区，壁纸可能过个
两三年就开始老化翘边，甚至霉迹斑斑。而硅
藻泥硬度低，碰撞后易碎成小块脱落。理论上
来说，好的墙纸+过硬的施工，可以维持 5～8 年；
好的墙漆，可以维持 20年之久。 （宗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