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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磊

如今，淘宝、天猫、京东等网购平台几乎
成了当前主流年轻消费群体最常光顾的
APP。瞄准即将到来的“双十二”购物优惠季，
很多正在进行装修的消费者本着提前囤货、
能省则省的原则，早早就将预计购入的产品
加入购物车中，货比三家、计算优惠，在这些
网购平台上领券、领津贴、付定金……忙得
不亦乐乎。

虽然在“双十二”期间网购平台上购物
流程繁琐，但有些东西的价格确实便宜不
少。那么，网购家居建材时，到底应该怎么
买？哪些产品买回家出状况概率小？哪些产
品购买完后会有后续麻烦事儿？这些都得
留神。

定制产品 暗藏隐性消费

近几年基本靠网购解决大部分生活需
求的市民刘先生，去年“双十一”期间在网上
订购了某品牌全屋定制的促销套餐。“之前
也在实体店里对比过，网上一口价2万多元，
更具有优势。加上使用了网购平台的优惠
券、满减折扣、津贴等，最后实付价格不到2
万元。这其中包含了20平方米的全屋定制家
具，可是真正到了复尺开工时，后续增加的
额外费用让人始料不及。”刘先生说。

“购买的订单里说随便搭配，那我本能
地理解为衣柜、电视柜、书柜、餐边柜、阳台
柜都有。但复尺后，设计师说20平方米不够，
还多出了三四个平方米。由于使用了年度最
优惠的套餐，所以超出部分需要按正价商品
价格计算，没有任何优惠。三四个平方米的
柜子计算下来需要8000多块钱。”刘先生说，

“由于购买网上套餐时没有实地确定门板样
式、五金件材质，以及是否配足量的挂衣杆、
拉手等配件，这些居然都要另外计费。最后
都算下来，加上赔上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

去实体店踏踏实实选一套来得轻松方便。”
在定制家具中，橱柜涉及到和水电、瓷

砖等工序对接，网购同样麻烦不少。橱柜购
买需要初次量尺、设计、报价、复尺、定制、安
装等多个复杂环节，在毛墙毛地时初次量
尺，在贴好地砖、墙砖后复尺，几乎牵扯了大
半个装修流程，需要专业人员线下的严密配
合。即便是知名大品牌，也难保不出差错，一
旦出现问题，会对产品呈现效果产生较大影
响，所以网购橱柜更要慎重。

官方旗舰店 难让人放心

今年6月，市民王女士在天猫购物平台
的“雷士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套两室两厅
灯具套餐，套餐中包括18头全铜客厅吊灯、
两个直径为450毫米的卧室吸顶灯、一个餐
厅风扇吊灯。自从购买了这套灯具，王女士
便开启了维权之路，然而却一直无果。

王女士说，“购买灯时，灯具链接标题上
写着‘雷士照明欧式全铜吊灯’，但收到货
时，却感觉灯具重量很轻，完全不像是铜灯
的重量。最后来安装的师傅告诉我，这只是
镀了一层铜皮，不是全铜灯。”王女士说，“餐
厅的风扇吊灯连铜皮都没有，直接就是铁质
外壳，我赶紧找到购物链接仔细看了一遍，
才发现标题上写着‘全铜’，但在后面的‘宝
贝详情’里，风扇吊灯材质里写着‘铁质’，真
是吃了个哑巴亏。”

在安装卧室的两盏灯时，让王女士感到
更加气愤。“两盏灯购买时都是直径为450毫
米的吸顶灯，为了怕搞错，我一直留着当时
的购买详情截图和旺旺聊天截图，店铺客服
承诺都是450毫米的吸顶灯。但收到货后发
现一个是450毫米、另一个是330毫米。一样
大的两个卧室，一个灯大、一个灯小，感觉太
不协调。于是，我尝试着与客服联系换货。没
想到客服发送给我一张‘交易快照’，说我当
时拍下的产品就是发货时的产品，灯具没有

发错。”
随后，王女士申请天猫官方客服介入，

客服工作人员也表示，天猫只认交易快照的
截图，当时购买时与卖家的旺旺聊天记录、
购买时产品的详情介绍截图不能作为维权
使用。

门窗卫浴 尽量避免网购

一家门窗定制门店负责人连先生介绍：
“每年‘双十一’‘双十二’等网购高峰期之后
不久，我店里的生意都会有一波小高潮。很
多在网上定制门窗的客户会约我上门维修、
调整。一开始我很纳闷，后来一问才知道，这
些客户都是通过网购定制的门窗，到货后发
现尺寸不合适，而网购店铺一般都在外地，
不能及时上门为客户维修，客户只好在本地
找工人调整，额外还花了人工费用。”

业内人士提醒，不论是防盗门还是分户
门，如卧室门、浴室门、推拉门，以及铝合金、
塑钢窗、断桥铝窗户等，这些都属于非标尺
寸产品，基本上每家的尺寸都不同。随着产
品种类的越发丰富，不同材质的花色、质感，
静音门锁的升级换代，业主在购买前都需要
现场体验、感受，线上购买难免出现失误和
偏差，而且在促销期间商家的文字游戏也容
易迷惑消费者。

除了门窗，卫浴产品也是网购产品中订
单额较高的产品。

法恩莎卫浴店面负责人吴女士表示，
“其实大件卫浴产品，如淋浴房、浴缸、马桶
等，都不适合网购，在发货、收货、安装过程
中总有意想不到的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
淋浴房是玻璃制品，考虑到玻璃材质不同，
涉及使用安全和定制等方方面面，建议依照
实物进行购买。马桶、浴缸等陶瓷制品也属
于易碎品，如果从网上的第三方卖家购买，
运输、安装、售后等可能都会与实体店销售
有所差别，一旦出现问题，不仅难以界定责
任，退换货流程也会比想象中复杂。”

配件安装送货费 需要提前问清楚

市民王先生比对了线上和线下的价格
后，在京东买了一台品牌为史密斯的电热水
器。“店里3700多元，而在京东购买才2600多
元，型号、材质、功能、外观都完全一样，所以
我就放心购买了。但安装时没想到还有角
阀、接水管等配件费和安装费用，还有工人
推销的防水插座盒等产品，乱七八糟算下来
3000多元。比实体店买也差不了几百元，真
后悔网购，也怪自己没有提前问清楚后续费
用，导致钱没少花，还没有实体店的后续服
务有保障，万一出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哪里
维修，不应该图便宜在网上购买热水器。”

业内人士在此提醒消费者，在进行网购
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运费和安装费。与实体
店购买不同，网购家居产品的运输、安装服
务，往往并不是卖家负责，这就产生了额外
的费用。在购买时，要问清不同的阶段谁来
负责，如何收费。一方面，羊毛出在羊身上，
省下的钱可能都被花在了服务费上，另一方
面，与多方对接确实更繁琐，要考虑时间成
本和其他花费。

网购家居建材 图便宜要留神

每一年都有小范围的新趋势与新
流行在家居设计行业产生，而这些流
行都会被设计师们低调地融入到大件
的空间设计当中。今年秋冬，有一种
特别有意思的“圆模式（Circle Pat-
terns）”被推上了流行榜以及喜爱榜。

人们似乎特别喜欢将这种循环
模式的设计元素放在家里作为墙纸
或者小剂量装饰的一部分，用单调的
色调来获得最好的效果，做整个空间
的主角。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这种设计
风格会难免让人有点头晕目眩的感
觉，而追捧者认为这恰恰是它的魅
力所在。

西晚

装修完发现没有安装家装隔
音，会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一个
良好的休息环境会给我们带来积
极向上的影响，反之如果没有一
个安静的环境会给我们工作生活
中带来诸多不便。

家装隔音首先要进行墙体隔
音。在未完成硬装的家庭，可以选
择在墙体内装入隔音毡，它能够很

有效地双向阻止声音的传播，嵌入
墙体内部，所以对于整体的美观程
度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已经完
成装修，却仍受隔音不好的困扰，
可以买一些隔音海绵贴在墙上。

目前家庭装修中，普遍使用
双层中空玻璃，可以做到窗户隔
音。在窗帘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双
层窗帘，除了能够起到隔音的效
果，还能够起到保温作用。

木材的隔音效果比瓷砖好，

在各种木材中实木地板是最隔音
的，可以减少走路时产生的噪音，
也能减少对楼下住户的影响。与
此同时，为了增加天花板的隔音，
可以在天花板上改造吊顶，可以
达到隔音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水管隔音，卫生
间水管的水声会造成很多困扰。
所以装修时必须对管道隔音，可
以在硬装的时候采用较大的隔音
棉将水管包裹。

装修别忽略家装隔音

朱开云

近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公共租赁住房转租、转借行
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结合北京特色，增加
更为严厉的处罚条款。在住建部
11号令规定基础上，北京市还要
求各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将违规
家庭的信息记入不良信息档案，
自取消资格决定做出之日起，5
年内不允许该家庭再次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含市场租房补贴）及共
有产权住房。5年后再次申请且
取得备案资格的，应以市场租房
补贴方式保障为主。这些都是更
为严格的处理规定，同时考虑到
违规转租转借家庭大多属于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国家社会
救助的相关政策精神，5 年后仍
应给予一定方式的保障。

另外，开展部门联动，多领域

共同实施联合惩戒。加快建立完
善各部门间信用信息共享制度，
有关转租、转借等违法违规使用
公租房的信息，按照国家及北京
市相关规定抄送相关部门和单
位，对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
戒。也就是说，承租家庭的一次
转租、转借行为，将可能为其家庭
成员日后的很多行为带来影响。

为何这个惩罚措施更严厉？
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表示，北
京市这次制定的公租房转租、转
借监管政策，既符合住建部11号
令要求，也适当地提高了处罚标
准，加大了违规者的违规成本，起
到了标本兼治的效果。就是要坚
决遏制谋利的冲动，从严惩处，否
则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
告诫和警示其他有类似冲动想法
的人，不要犯险，越线必惩。其实
5年内不允许再次申请公共租赁
住房及共有产权住房这一项，实
际上比给予承租家庭一定数额罚
款要严厉的多。

大家可以算笔账，之前曝光
的某个享受租金补贴95%的承租
家庭，按照他承租公租房月租金
2250 元计算（50 平方米×45 元/
平方米），他每月实际自己支付
的房租只有 112.5 元，5 年的合
计租金才 6750 元。但是，如果
他转租被查处了，收回住房后 5
年内他就要去市场租房，按照
每月 3000 元的市场租金计算，5
年时间至少要多支付 17 万余元
的 房 租 。 这 仅 是 房 屋 租 金 方
面，处罚可还包括行政罚款、联
合惩戒以及限制申请共有产权
房等条款，一项项加起来带来
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可能上
百万元，这对转租家庭来说，将
为 转 租 行 为 付 出 非 常 大 的 代
价，所以说 5 年限制申请的条款
实 际 上 是 非 常 严 厉 的 处 罚 措
施。当然，我们也建议国家立
法层面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
可以借鉴国外和一些地区的做
法，违规转租甚至可以入刑等。

北京：转租公租房违法成本或高达百万元

冯善书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从广东
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为加快处理
当前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历史
遗留问题，切实规范不动产登记
行为，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该
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处理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
见》（简称《指导意见》）。

“这份《指导意见》主要包括
四部分内容。”文件发布后，省自
然资源厅公开解读表示，第一部
分提出了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的总体要求；第二部分
强调了妥善解决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明确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的处理原则；第三部分主要对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分类

提出原则性处理意见；第四部分
主要是针对解决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提出了相关保障性
措施。

记者注意到，由于各地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情况不尽
相同，《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对
全省具有共性的普遍性问题进
行原则性的规定，具体问题的处
理仍然需要各地针对本地实际
情况出台具体细化的可操作性
措施。譬如，关于房屋所有权和
土地使用权主体不一致的问题，

《指导意见》指出，对依法可以办
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依法依规办
理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权证书；对
需要补充相关手续的，按照规定
尽力完善手续；对小产权房等不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办理
相关登记手续。而关于房地产

开发过程中违反土地管理、规划
管理的问题，《指导意见》则提出
划分时间段进行处理：不动产统
一登记实施后的，要求有关部门
依法作出处理后，再行办理不动
产登记；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前
的，符合一定条件，可先行办理
登记，但要在登记簿和证书中标
注“相关违法违规情况须待进一
步处理”，并由不动产所在地县
级以上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在登
记后一年内处理完毕。

对于社会关注的房改房等
问题，广东提出分两种情况来解
决：对于出让性质的宗地，考虑
到有些房改房或经适房所在宗
地虽为出让性质，但并未按市场
价格缴纳相关价款，须按规定缴
纳相关价款；对于划拨性质的宗
地，须依法补缴土地出让金。

广东：小产权房不予办理登记手续

李凤荷

最近读到两个房屋买卖的
案例，一个是广州市南沙区法
院判决的一个“陈年”案件，广
州市民王某五年前以 190 多万
元买的房子，如今市价400多万
元，但他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倒
赔十几万元。另一个则是广州
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披露的二手
房交易纠纷，荔湾区某房屋因
证未满两年而延迟交易，买家
签约时支付66万元“大定”。后
遇上房价急遽变动，业主要求
加价22万元而双方协商不成打
官司，最后业主被判赔双倍退
定，且需要支付买家的房价升
值损失35 万元，计算下来业主
此次“反价”不成需损失 101 万
元。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买
卖房屋缺乏契约精神，最终很
有可能出事。

根据南沙法院的判决内
容，一手房买家王某与南沙某
项目曾在2015年已经就此房款
支付问题打官司，最终双方有
和解意向而由开发商撤诉。王
某以为事情就此解决，但其实
双方没有签署和解协议，王某
也没有按照原定的延期支付安

排如期支付楼款，最终“鸡飞蛋
打”，房屋升值没拿到，付出两
万元定金“收获”了十几万元的
违约金。有人分析，这个买家
只支付了两万元定金就拖三四
年，很有可能是与房产公司有
关的人士，当初就想着通过私
下转名的方式来炒楼，最终炒
楼未果，倒赔十几万元。过往
也的确有些与产业链条相关的
人士通过内部转名的方式来进
行炒楼，随着调控措施逐步收
紧，行业交易规则的“灰色地
带”渐渐收窄，王某这个案例对
相关人士来说的确是一个警
示。

荔湾区某物业的二手房纠
纷对普通大众来说有着警示的
作用。2016年12月中旬，业主
李某经中介公司促成，就其位
于荔湾区某物业与买家陈某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售价
220 万元。因当时房屋未满两
年，双方约定至 2017 年 7 月才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买方依约
支付购房定金66万元。合同签
订后，买方担心业主将房屋再
次出售，于是要求公司制作《广
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下称网
签合同），但业主以户口未迁出

为由，拖延网签合同的签署。
直到 2017 年 5 月，买方向业主
提出配合其办理银行按揭手
续，但这段时间该物业市场价
格有所上涨，业主认为自己损
失巨大，便向经纪人表示买家
应增加购房款22 万元，弥补其
损失。双方协商不成，业主起
诉到法院，买家则反诉业主。
最终买家的理据获得法院的支
持，业主需双倍赔定，且还要支
付买家房价升值损失35 万元。
除非业主的房屋在半年间升值
过百万元，否则该业主这单房
屋交易净亏101万元。

买卖双方各自谈判筹码最
大的时间是在落笔签约前，一
旦签约就是“生米煮成熟饭”。
业主在证未满两年就放盘，显
然是等钱周转，既然急需用钱，
又有人看中，应该坚持交易条
款，尽快过户。业主以为拿到
66 万元“大定”，暂时解决资金
周转问题。谁知随着楼价变
动，人性贪婪一面就暴露出来
了。说实在的，对于延迟交易
可能出现的楼价变动，业主在
签约前也是可以在条款里埋下
伏笔的。以后大家签署买卖合
同，的确要把功夫做到前头。

买卖条款应在房屋签约前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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