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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te Weekly

DANYANG DAI

本周头条

【导语】自从我们推出了“楼
市 3·15 维权征集令”活动之后，
收到了很多线索，经过记者的采
访，陆续在本报主刊进行了刊
登。今天，我们把反映最多、投诉
率最高的 8 大问题做了一个整
理。各位购房者买房时一定要提
前预防这些问题，毕竟事后维权
不是那么容易的。

问题1：房屋质量有问题
常见的房屋质量问题有：墙

体裂缝及楼板裂缝，屋面渗漏，包
括厨房和卫生间向外的水平渗
漏、以及向楼下的垂直渗漏；墙体
空，墙皮脱落；隔音、隔热效果差；
门窗密闭性差、变形；水、电、暖、
气的设计位置不合理；公用设施
设计不合理，质量不过关。如楼
梯宽度过小，电梯运行质量不稳
定，公用照明设施不完善，消防安
全设施缺乏等等。

建议：买房前要仔细查看规
划图、建筑设计图，公用设施设计
是否合理等问题就可以避免。交
房时仔细验收也能避免一些房屋
质量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大多数
业主都遇到，建议把所有问题集
中起来向开发商反应，寻求双方
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如果开发商
和物业公司拖延处理或者是无视
业主的投诉，业主可到相关部门
进行投诉；必要时，也可借助媒体
曝光，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推进
维权进度。如果协商未果，特别
是涉及赔偿问题，业主就需走诉
讼、仲裁等司法程序了。

问题2：改规划
开发商在建设项目的过程

中，擅自更改规划，如变更小区绿
化，原有的沿街会所和物管用房
用作商铺经营，承诺的幼儿园消
失，外立面材料改变等等，造成实
际交房与效果图、平面图和沙盘
规划等出入较大。

建议：如果开发商只办完了
规划变更手续，但并没有开始实
际的建设行动，这时候，被侵权的
业主可以向当地规划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以程序违法为由，要求规
划部门撤销开发商的规划变更许
可、停止侵权行为。如果是建设
行为已经开始或完成，这时候，被
侵权的业主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要求开发商停止建设，并对已被
变更的部分恢复原状。对于不能
恢复原状的，业主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或退
房。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法院提
起诉讼。

问题3：延期交房
有的开发商眼看不能按时交

房就先设计“开发商交房”，交付
钥匙让业主先装修。但是开发商
交房和最后的验收交房在法律上
完全不同，只有最后的验收交房
才能算真正的交房。否则，开发
商必须按照合同支付延迟交房违
约金。

建议：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里，
开发商对于延期交房的免责理由
一般说是不可抗力。按照我们国
家的规定，不可抗力应该是指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比如说地震、洪水等等，
只有不可抗力造成的延期交房才
能够免除开发商延期交付房屋的
责任，也就是说免责。如果不是
这种情况，就不能约定成不可抗
力。

问题4：承诺缩水
业主在买房时，开发商尤其

是置业顾问会承诺很多优惠，如
送车位、免交一定期限物业费等，
但后期又不能如期履行。待购房
人与开发商交涉时，开发商会以

“此承诺并无书面说明”等各种理
由搪塞过去。即使购房者准备诉
诸法律也因“口说无凭”而丧失主
动权。还有如购房人买房时售楼
员承诺后期不会再降价，但购房
人买房后却遇项目大幅度降价，
也会引发先期业主与开发商的纠
纷。

建议：法律并不完全否定口
头承诺，但是口头承诺很难拿出
证据，一旦出现纠纷，任何一方都

很难主张权利。对于上下家的主
张以及承诺，应尽可能以书面形
式保留下来，并有主张者或承诺
者签字。若用电话方式联系，可
采用电话录音等方式保留证据。

问题5：全装修房与样板间
不一样

样板间是开发商吸引消费者
的“门面”，自然经过精雕细琢。
但与实际的房子相比，有的样板
间悄悄变大了，有的装修产品被
偷梁换柱，或者是装修及配套设
施所使用的材料品牌和标准与样
板间所看到的不一样，甚至差距
很大。

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全装修
房时，应该把住宅的实用性放在
第一位，在看样板间时尽量把那
些看上去很美的小零碎环节去
掉，多考虑生活的实际需求。签
订合同时尤其要仔细推敲装修部
分的条款，逐条约定违约责任，不
要怕麻烦。

问题6：产权缩水
正常的土地使用期限是 70

年，但是由于拆迁、工期等各种原
因，业主所拥有的产权时间会有
点缩短。也有可能是，地区规划
变更导致开发商拿了地以后不能

立即开发销售。还有一些开发商
捂地捂盘也导致产权缩水。

建议：看到“价廉物美”的项
目，要在心里打个问号，极有可能
是由于土地使用年限损失比较大
的原因。

问题7：面积缩水
不良开发商会在最终面积核

算中，和面积测绘单位人员串通，
增加你的公摊面积，让套内建筑
面积缩水，最终总面积增加且增
加的幅度往往不突破3%，这样在
交房时开发商就能向购房者收取
多出来面积的房款。

建议：买房人收房时，要向开
发商索要《商品房面积测绘技术
报告书》，如对面积有异议，可委
托相关测绘单位对面积重测。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出卖人
交付使用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
者建筑面积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
定面积不符，合同有约定的，按照
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买受
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
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
误差比在 3%以内(含 3%)部分的

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
人，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
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问题8：附条件交房
一些开发商在交房时，往往

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如先交房
后验房，先交费用或者先签订免
责条款补充协议才给钥匙。

建议：对开发商提出的不合
理要求，业主千万不能答应，必要
时，业主们要团结一致，共同维护
自己的权益。

【结语】
温馨提醒：如今买房，很多的

楼盘出现交房即维权的现象。业
主在交房时，除了要仔细检查房
子的质量外，还要重点关注开发
商交房手续是否齐全、流程是否
合理，以最大限度避免收房时被
忽悠。毕竟在相关法律法规还不
健全，消费者维权困难的当今，购
房者们还是要多了解相关的房产
知识，与其在事情发生后维权，不
如在纠纷发生前学会如何避免，
将个人损失降到最低。

我们的维权征集活动将继续
进行，大家有相关线索，可以提供
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让房产市
场更规范。

房产类投诉最多的8大问题及应对方法

在房地产市场上，房和车的
标配越来越重要，人有房，车有
位，互不干扰才能保证品质生
活。也因此，越来越多新建的社
区开始走人车分流的模式。人车
分流的好处毋庸置疑，安全性、环
保、噪音污染小，可以这么说，人
车分流绝对是未来一个有价值的

商品房标配。它代表的不止是安
全，还代表着环境和品质，以及开
发商的良心。

如何判断小区是否是完全的
人车分流？

真正的人车分流应该具备三
个基本特征，小区内没有机动车、
车库入口在小区大门外、路面设

计保证机动车无法驶入小区。具
体判断方法如下：

1、看地下车库的入口位置
根据人车分流的含义，可以

从中提取，如果一个社区未来的
规划是人车分流，而且所有的地
下车库的入口，都位于社区的外

侧，而不是规划在楼栋之间，那么
这个小区未来实现真正的人车分
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所以，在
看楼盘的规划图时，可以重点注
意社区的外侧是否规划有车库入
口和出口。（两张图的对比可以很
明显的分辨）

2、看社区道路的设置
实现人车分流不是一句空

话，一个车库入口就能解决的，需
要的是前期对社区的整体规划。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社区的
楼盘从基层开始被整体抬高，而
且人行入口处以台阶开始（除了
专用通道），这就说明未来很大程
度上能够实现完全的人车分流。

除此之外，有条件的且最准
确最全面的还是去查询当地政府
或规划局公示的小区报建规划
图，规划图不会骗人，有没有车位
和车库入口一目了然。

如何简单判断小区未来是否真正人车分流？购房指南

丹阳楼事
丹阳房地产
最强大脑

电话/微信：18361411617
QQ群：48030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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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平均单价：8391元/㎡
户型平均面积：123㎡
总价：约103万元

（截止到3月15日，数据

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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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 签
约前，饼画得非常完美，签
约后，装修公司却人去楼
空。前后汇了 77500 元装修
款，至今快一年了，69岁的
老人陈玉明家里除了被敲掉
一堵墙，再无装修动作，甚
至后来这个位于镇江的装修
公司“一号家居网”也人去
楼空，老人找不到装修公司
的负责人，多方求助均没有
得到解决办法。老人说，不
知道谁能帮他解决这个装修
中遇到的难题。

“物美价廉”的装修公
司，给老人画了一张饼

陈玉明家住陵口镇新庙
村。2017年除夕前在开发区
某楼盘买了一套房，随后多
家装修公司给陈玉明打电
话，经过对比后，他在一家
装修公司交了预付款。但紧
接着一家自称“一号家居
网”的装修公司打电话给陈
玉明，对方给出的各种优惠
打动了他。

“对方所说的价格比其
他装修公司优惠很多，并且
声称‘定金十倍返’‘送全套
家具’，还有‘装修减压礼’
等各种优惠活动，这家公司
去年在水中仙东雅国际酒店
搞活动，我去参加活动，砸
金蛋还中了一个空气净化
器，对方称装修完，这个净
化器就能给我。有这么多优
惠，还中了空气净化器，心
想能省不少钱，我就把之前
的那一家装修公司退掉了。”

陈玉明告诉记者，还未
签约前，这家装修公司的工
作人员都很热情，有车接
送，“他们的公司在镇江火车
站里边，就在镇江站的检票
大厅旁，公司看起来很大，
也很上档次，我想应该比较
靠谱。”陈玉明说，前几次对
接时，对方和他一一确认装
修的材料和家具，用的都是
名牌，经过几次商讨后，陈
玉明最终决定，和“一号家
居网”签约，装修款总共
145000元。

合同签完一再拖时间，
如要装修需再交钱？

“签约是去年四月份，
对方说五月开始施工，到我
家去拉了一条横幅，还敲掉
了卫生间的一面墙，说要开
始装修了。”陈玉明告诉记
者，之后的几天，“一号家居
网”的有关人员称，至少需
要交一半的装修款才能动
工，于是，陈玉明积极配合
交款。

“我还记得，五月初我
们交了 73340 元，对方一再
催促，说需要补交剩下的
4160 元设计费，为了交这
4000多块钱，我取款打款还
跑了好几趟。”

记者从陈玉明保存的收
据上看到，陈玉明总通过五
次汇款，共给对方汇去77500

元钱，而据陈玉明介绍，收
款人是“一号家居网”的一
位负责人廉占生的私人账号。

77500元汇过去，对方却
一再拖时间。“钱交完后，我
催他们尽快装修，对方却说
劳动节工人放假了，时间要
推迟。”陈玉明皱着眉头说，
后来，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迟
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隐约
感觉到其中出现了问题。”

6 月 22 日，陈玉明和一
些业主一起到这家装修公司
讨要说法。“通过和其他人交
流后我知道，一些人家里已
经装修得差不多了，只是没
有做扫尾工作；一些人的家
里装修了一部分，然后搁置
了；而像我家这样还没有开
始装修的也有好几家。”陈玉
明回忆，6 月 22 日，是“一
号家居网”公司的负责给他
家装修的设计师王子昀接待
的，“王子昀告诉我们，他现
在和总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了，如果我们需要继续装
修，则需要再交钱，他会另
外找人给我们装修，但是谁
敢再继续交钱啊？”

装修公司人去楼空，老
人多方求助却最终无果

6 月 22 日回去后，陈玉
明仍试着打电话询问是否可
以进行装修，但却没有得到
肯定答复。

“七月下旬，我和老伴
一起去了这家公司，却发现
楼空了，公司里一个人都没
有。”陈玉明说，当他看到人
去楼空时，一下慌了，于是
立即打电话给王子昀，但对
方却说，公司老板也欠他的
钱，现在他也找不到老板
了。挂了电话后，陈玉明又
打电话给之前负责装修工作
的一名姓周的包工头，而他
给陈玉明的答复也和王子昀
一样。采访时，陈玉明还现
场打电话给周姓包工头，对

方给的答复确如陈玉明所说。
找不到公司老板，陈玉

明只得多次打电话给王子昀
和这位周先生。“后来，这两
个人都建议我起诉公司和廉
占生。”陈玉明说，“没有人
能帮忙，我找了相关部门，
但也没什么结果。”

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陈
玉明想到了王子昀与周姓包
工头二人给他的建议，抱着
一线希望，陈玉明找了一位
律师咨询。“律师告诉我，可以
起诉对方，但是能不能把钱要
回来，却无法确定。诉讼费要
一两万，能不能要回钱还两
说，我也不敢立即拿出两万元
去起诉。另外，包工头和王子
昀也说，他们也想要起诉公司
和公司老板，但害怕诉讼费出
了，还要不到钱。”

8月初，陈玉明的亲戚在
网上查询了“一号家居网”的
相关信息，亲戚告诉他，网上
有全国多处关于“一号家居
网”人去楼空的新闻，并且大
都 在 2018 年 的 4 月 到 6 月
间。“既然很多地方‘一号家居
网’都人去楼空了，问题肯定
在这之前就产生了，那镇江的

‘一号家居网’还在去年 4 月
搞活动吸引人去装修，这不是
诈骗吗？所以我就去镇江火
车站站前派出所报了案。”陈
玉明说，8月 20日，站前派出
所通知他们过去，“当时派出
所工作人员叫我们在相关文
件上签了字，似乎并没有认定
对方有诈骗嫌疑。”

找了很多单位、部门和个
人，陈玉明遇到的装修难题仍
未得到解决。记者采访过程
中，陈玉明一脸愁容，他告诉
记者他自己没有退休工资，这
些钱都是他和爱人工作时积
攒，加上老伴的退休工资。两
人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钱，而今却面临着打水漂的危
险。陈玉明叹道：“现在，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于许多刚买了新房子的房
主来说，装修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中了那些
装修公司的陷阱，今天就给你介绍
一下装修公司常见的九个陷阱，希
望对您的装修有所帮助。

陷阱一：“您把合同签了吧，我
吃点亏，再给您少2000块”。

这样轻易的就把价格降了，如
果不是公司碰到冲业绩抢市场，那
就绝对是有猫腻的。

应对措施：仔细看下该公司是
否真的在冲业绩，在市场的分量如
何。

陷阱二：“我与老板很熟，保证
给你最低价，零利润给你做。”

这种情况不少都是不正规的
装修公司，为了签下客户，前期玩
的把戏，后期就是无限的增项。

应对措施：量房后签合同时价
格谈妥，并体现在文字上，如果有
未确定的项目，宁愿前期多算，后
期按照实际方量再减下来。

陷阱三：“这家具的尺寸不符，
还是找人来现场打吧”。

应对措施：这时候，您就要看
您的家具尺寸是不是真的不符，如
果是真的，看看还有没有补救的可
能，而不是轻易的就更换。

陷阱四：“这些废品，我们帮您
扔了吧！”

要注意装修公司所说的废品
未必就是真的废品。进行现场清
理时，有些装修公司会从自身利益
出发，会把原本用处不小的东西当
成“废品”进行“清理”。

应对措施：装修公司所说的废
品，一定要仔细考量一下，是否就
是真的一无是处的废品。

陷阱五：“绝对给你用最好的
装修材料，放心吧！”

这是很多装修公司的惯用伎
俩，特别对于一些不正规的装修公
司而言，利益的最大化是唯一追
求，将材料完全交给他们，他们很
有可能会以次充好给到你。

应对措施：问清楚材料的品
牌，结合价格参考，不要只看价格。

陷阱六：“图纸你看不懂，保证
给你最好的设计。”

应对措施：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图纸，看一下公司设计师的专业
度。这时建议问一下家里储物、晾
晒、休闲功能划分怎么安排，也可
看看设计师的设计能力。最重要
的一点是，没有与专业的设计师沟
通以前，不能光听业务人员的报
价，就交钱确定。

陷阱七：“200都花了，还不如
再花100买个更好的。”

这也是装修公司的常用伎俩，
这样一来，您就会一步步被商家或
者装修公司牵着鼻子走，您的预算
就会变成无底洞了。

应对措施：要明白自己到底想
要的是什么，注重的是什么，物美
价廉，实用性强才是王道。

陷阱八：“看不见的地方就凑
合吧，反正不影响美观。”

应对措施：不能凑合，就拿防
水来说，万一防水没做好，就真的
会出现自己在洗澡，楼下在下雨的
情况，扯皮赔偿是绝对的。

陷阱九：“我们是最专业的。”
应对措施：别被语言蒙蔽，关

键还要看装修公司的资质、装修公
司的工地质量、设计团队能力。选
择装修公司时一定要对装修公司
的实际情况做个了解。

装修中常见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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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家居网”人去楼空
七旬翁近8万元装修款何处追索？

编后：

采访结束后，记者在网
上查询了有关信息，网上显
示，南京、南昌、常州等多
地的“一号家居网”都已经
人去楼空，众多业主损失惨
重。

“一号家居网”要求先
交一半装修款然后再装修，
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笔者觉
得有待商榷。笔者认为，装
修付款分为开工预付款、中
期进度款、后期进度款和竣
工尾款四个阶段更为合理，
既不会影响装修进度，也不
会给业主带来钱有可能打水
漂的担忧。

装修并非小事，各地与
装修有关的纠纷、受骗事件
不在少数。作为业主，在装
修前，需要了解清楚装修公
司的资质、实力等各方面信
息，还可以询问是否有亲朋
与这家公司打过交道，上网
查询公司近况、口碑等信
息，做好权衡，以防万一。
签约时一定要注意条款规
定，签约前约定好，最好白
纸黑字写下来，先说断后不
乱。万一装修中遇到纠纷，
可按照合约商讨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则可以向消
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可以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而作为相
关监管单位，应加强警示，
强化市场督查，尽可能地帮
助消费者规避各类装修消费
陷阱，一旦出现侵权事件，
要及时介入帮助维权。

这件事情进展如何，本
报将持续关注。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全国各地有关“一
号家居网”人去楼空的信息已经霸屏。

图为“一号家居网”给陈玉明的工程
核算表，核算表上显示“未开工”，应退客
户金额77500元。

记者 李潇 摄

如果您也遇到了装修问
题或有装修金点子，可联系
小编，小编和您一起探讨、维
权。电话15051129497，微信
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