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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今日烟台

读懂报价单单 装装修修不不忐忐忑忑

涂料低价入手 4条选择技巧
家居装修，涂料低价

时入手，送给大家家装涂

料选择技巧四条必读。

一、看水。

多彩涂料在经过一
段时间储存后，花纹粒子

会下沉，上面会有一层保

护胶水溶液。这层胶水溶

液一般约占多彩涂料总

量的1/4左右。凡质量好

的多彩涂料，保护胶水溶

液呈无色或微黄色，且较

清晰。

二、看漂浮物。

凡质量好的多彩涂

料，在保护胶水溶液的表

面，通常是没有漂浮物

的，有时有极少的彩粒漂
浮物，属正常;但若漂浮物

数量多，甚至有一定厚

度，就不正常了。

三、看粒子度。

取一透明的玻璃杯，

盛入半杯清水，然后，取少

许多彩涂料，放入玻璃杯

的水里搅动。凡质量好的

多彩涂料，杯中的水仍清
晰见底，粒子在清水中相

对独立，粒子的大小很均

匀。

四、看销售价。

质量好的多彩涂料，

均由正规生产厂家按配

方生产，价格适中;而质量

差的涂料，有的在生产中

偷工减料，有的甚至是个

人仿冒生产，成本低，销

售价格比质量好的涂料

便宜得多。

装修时

别被忽悠了

堵住家居装修浪费黑洞
办法一：用剩的材

料想法卖掉
装修有余料再所难免，

如果扔掉，不但浪费，对环

境也是非常严重的污染。笔

者发现，部分喜欢“泡坛子”

的市民将自己家装的余料

信息统统发布到一些装修
论坛，寻找买家。例如电灯

开关、腻子粉、防盗门等。

在与烟台一海之隔的

大连，不少装修业主将自

家的装修余料，通过论坛
与别的业主交换自己所需
的材料。他们表示：“有的

东西只用一点就够了，买

大包装的太浪费，用余料

去交换，利人利己。”

这几年，在国内家具市
场上“余料倒爷”盛行，有些
市民还亲自把自己的装修
余料送到“余料倒爷”店里，

以质、以量论价。烟台也亟

待“余料倒爷”。

办法二：装修业主把
好设计关

装修一定要有主心
骨，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不
要被装饰公司或装修散工

忽悠了。业内人士认为，有

些设计师为了提高造价，

往往怂恿消费者在装修设

计中增项，增加的很多都

是不实用的功能或表面陈

设，所以一定要把好设计

关。

听多了装修中的猫腻，业
主都会事先向已经装修的朋友

求教，或是到市场上去了解某

项材料的价格，可是他们了解

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

比如有个业主知道地板、

瓷砖目前的单价，但是他并不

一定了解地板安装、贴瓷砖的

人工费用，于是他把地板、瓷砖

的价格砍下来了，却在人工费

用上吃了亏。还有些朋友再和

装修公司签合同时，装修公司

装修报价单上被刻意遗漏了某

些主材，业主被这种整体价格

合理的报价单吸引而爽快签
约，但在接下来的装修过程中

业主将为装修公司这些恶意的

遗忘而不断地往外掏钱。

看装修报价单，不要只盯

牢某个项目的单项价格，而是

要综合人工、损耗、机械等各方

面费用以及其他项目的费用来

看，如果发现某个价格特别低，

那么你就得审查其他项目的价

格了。

建议：解读报价单之“三

看”

一份内容较为完整的装修
报价单，包括装修预算附件(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预算协议(说

明业主自购、装饰公司代购的

材料以及此材料的型号、等级、

品牌、单价等)、客户主材表(业
主自购的主材列表)和装修报

价表(除了所有材料的报价，还

有详细的施工标准)。

业内人士建议，没有时间

和专业常识的业主，可以用“三

看”。

一看设计图纸，要求装饰

公司根据设计图把所有需要用

到的装修材料都在报价单中标

注出来，并在合同中详细注明

自购以及代购的材料，那么最

终你的装修费用将和你的报价

单费用非常接近。

二看主材，因为主材费用

占据了你装修支出的大头。你

事先了解市场上通用的主材或

者你喜欢的主材规格、价格、款

式、品牌等，看报价单详细清单

的时候就很明白了。

三看施工工艺，因为它决

定了房子的装修质量和使用寿

命。装修之前你得对室内装修
的大体施工工艺有所了解，知

道墙面涂层要刷几次、地面处

理分几道工序。

提醒消费者：在装修前要

了解装修常识，多了解关于室

内装修的各项工程施工工艺标

准，但更好的办法是聘请一家

有资质、专业性强、施工人员稳

定的正规装饰公司为自己服

务，这样业主不仅省心还省力。

随着装修最佳时期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装
修。装修的造价始终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目前市
场上有很多家装公司，在报价上的差异往往也很大。

对于普通业主来说，装

修有如博弈。掌握高超技能，

则能一眼识破对方的小伎

俩，保证自己的利益。这里我
们总结了装修中常出现骗人

用语，希望能给您弄个提个

醒儿。

1 .“资质证明？我有！”

承接家庭装修的装饰公司

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有

些装饰公司资质不全或者只能

拿出所谓的复印件。至于马路

施工队，则更是缺少相关资质。

2 .“忽然想起来一个好点子！”

有些装修公司在报价时

会故意把一些需要的工程舍

弃掉，等签了合同后再“增添”

项目。这时候，要出多少钱可

就由人家说了算了。

3 .“帮帮忙吧，别那么较真儿，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装修结账的时候，仅布线

一项，就能用去180多米的电

线，这些电线完全可以在屋内

绕上3圈。这种钱花的完全是

重复浪费。

4 .“只有进口石材才能‘达

到效果’。”

明明有价格更便宜、装

饰效果更好的装饰材料，设

计师在设计中也不采用，因

为建材商给的回扣才是“效

果”。究竟是哪个“效果”，一

定得看仔细了。

5 .“二百都花了，还不如再贴

一百买个好的。”

装修预算就是这么超支

的！低到不可思议的价格，只

不过是“钓鱼”的“诱饵”，施工

合同一签，那些行为失范的装

饰公司便开始“收线”了。

6 .“这房间的隔断里应该做个

柜子吧。”

水电工和木工活是赚钱

的大头，所以包工头不劝说才

怪呢。再说，木工活是在业主

家干的话，占场地、脏乱差，而

且油漆味浓。

7 .“同样都是人，差别怎么就

这么大呢！”

一些装饰公司可能会许

诺打折优惠。签订合同之后，

装修公司会跟消费者说明仅

有部分项目可以享受折扣，而

高额的定金又不退还，让消费

者欲罢不能。

“马路装修队”猫腻多
与品牌装饰公司的“正

规军”相比，“野装修”这种

“游击队”确实存在不少问
题。如果贪图一时便宜选择

了“野装修”，很可能“装起
来便宜，住起来贵”。

猫腻1

签订合同不合规范
野装修一般很难拿出

正规的装修合同，具体到每

一条款，则更是陷阱多多。

野装修利用消费者缺乏专

业知识和经验，在合同中加

入不平等条款，一旦出现问
题就轻巧推卸责任，更不用

提售后服务了。

猫腻2

水电改造隐患多多

本来只用两根导线管

就可接几个插座，而施工

队却用了七、八根导线，工

程量一下子提高了好几

倍。本来是九股线的电线

被施工队换成只有四、五
股线的劣质电线，表面上

看不出破绽，隐患却很大。

猫腻3

不断增项拖延工期
合同上预算金额挺便

宜，结果实际装起来，今天

被告知管材长度算少了，

明天被告知少算了电视墙
的料，工期也是一拖再拖。

不仅让荷包越来越瘪，更

是烦不胜烦。

李媛媛 整理

“套餐报价”中的潜规则
近日，市民王女士拨打家

居投诉热线0535—6630821，认为
装修报价计费有问题。记者就

此问题进行调查。

>>案件回放

业主认为装修报价有问题

2010年2月，王女士与一家

力推套餐的家装公司签订装修
合同，据了解，该房子的建筑面

积为104.97平方米，实际使用面

积80平方米不到，陶女士以为
装修总价就是338×80=27040

元。

家装公司在装修报价中标

注套餐装修费为每平方米338

元，房屋建筑面积是104.97平方

米，两者相乘，装修总价正好是
35480元。但是，电梯、楼道等

25.93平方米的公摊面积不属于

室内，不应被计入装修费用。由

此，王女士认为家装公司的报

价多了8440元。

>>调查套餐

装修报价暗含潜规则

据了解，以建筑面积计

算装修报价的套餐模式，被

业内不少家装公司采用。业

内人士表示，在装修行业，

尤其是推行套餐的家装公

司，一般都会按建筑面积来

计算装修报价。

调查显示，大部分消费

者对按照建筑面积来计算

装修报价无法接受，但也有

不少消费者对建筑面积和

室内面积没有一个明确的

概念。

>>行家观点

按净面积计算装修费用更合理

“一般情况下，净面积+公

摊面积=建筑面积，较少消费者

能清楚地认识到建筑面积与净

面积的区别。”例如一套建面为

98平方米的小高层房子，除去

电梯、楼道等公摊面积，其实际

室内面积也仅有75平方米左

右，如果按照净面积计算装修
费用，不仅更趋合理，也能为业

主节省不少装修费用。

格提个醒儿

格攻略揭秘

格装修天地

格关注消费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