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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房变“惊装房”：装修市场处处坑
“水深”套路多，业主维权难 住房装修信任黑洞呼唤全链条治理

本报记者赵久龙、张斌、程思琪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装修亦然。然而，
多级转包套路多，监管缺失维权难，满分承诺负
分施工，精装房变“惊装房”……群众吐槽装修
市场处处坑。一些地方相关矛盾纠纷突出，成信
访高发领域。
　　住房装修市场有哪些套路？缘何难以治理？
有何良方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展开了调查。

精装变“惊装”，“还没入住就塌了”

　　还没来得及入住，一期9号楼烟道整体垮
塌……前不久，多名陕西省西安市海亮唐宁府
小区业主反映，去年10月才交付的精装房让他
们着实受惊，“还没入住，就塌了！”“吓人啊，像
地震一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坍塌部分涉及一层到九
层，大石块散落一地。一些业主表示，这些精装
房问题不少，包括阳台梁开裂、入户门有裂缝、
地板空鼓、过门石开裂等。
　　江苏南京的李女士也反映：“我在迈皋桥买
的房子宣称恒温恒湿，但外墙材料易燃，着过
火，开发商答应更换材料，后来不仅没换还加厚
了。”李女士说，更严重的是，煤气管道裸露，有
的还从卧室或厨房穿户而过，如果煤气泄漏，后
果不堪设想。
　　房价包含装修费，却问题频出。浙江杭州春
秋华庭小区房价每平方米3.3万元，其中包括每
平方米6000元的装修费。但当业主们前来验房
时却发现，一套房子问题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
个，一些业主还发现煤气严重泄漏。
　　一些品牌开发商也频遭投诉。
  2020年，广西南宁市保利领秀前城的两栋
精装楼房遭业主投诉：鞋柜、橱柜下方未贴瓷
砖，部分下水管生锈，木地板松动……业主们虽
多次向开发商反映，但一直未解决。
  重庆市万科御澜道三期均为精装房，2020
年 10 月陆续交付，不少业主发现房屋存在问
题，上百名业主集体在售楼部维权。业主反映，
房子卫生间天花板渗水严重，如同“水帘洞”。拆
开发现水管、防水材料质量很差，地漏、管道尺
寸对不上。
　　精装房小区公共部分，则已成为减配“重灾区”。
  杭州一家开发商透露，大到园林景观，小到
入户大厅，全部都可进行减配。这些基本不会在
合同和样板房中体现，即使当时开发商有对外
宣传或是口头承诺，一旦这些区域出现减配，购
房者也很难维权。
　　涉房矛盾纠纷突出，成信访高发领域。记者
从江苏省无锡市相关部门获悉，2020 年接到的
房产类矛盾纠纷占各类矛盾纠纷总数的 22.1%。
　　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管局表示，相关信
访问题涉及资金量大、牵涉人数多。专家和业
内人士认为，精装房频遭投诉背后，凸显“精装
暴利”正遭遇监管乏力。

住房装修成信任黑洞，套路多监管难

　　我国建筑装饰行业住宅装修业务年产值超
过2万亿元。然而调查发现，不只精装房问题
多，二手房装修“销售”色彩过重，计价方法复
杂，同样套路多、维权难。
　　“验收即维权”，不少居民吐槽装修被坑成
人生必经坎。记者在闲鱼、到位等平台检索发
现，装修市场水、电、泥、漆、瓦工、砸墙等各环节
都有商家提供服务，报价 1 元、8 元、58.9 元到
数千元不等，问起客服却说是低价引流，现场议
价。“不靠谱，装修施工队把我家承重墙砸了，邻

居投诉，闹到了派出所。”南京市建邺区市民翟
女士说，“算是人生必经的一道坎吧。”
　　一些受访的市民表示，装修公司多是承诺
满分，施工负分，说得好听做得差。南宁市民李
女士说，她家一套房子装修，给出预算 30 万
元，签了合同，施工却问题百出。“建材报价比市
面价格贵两到三成，最贵的翻好几倍，测量面积
比实际面积多几平方米，去沟通却被指责不懂
行情，最后比预算多花了 10 多万元。”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一小区居民汤女士
2017 年购买二手房进行装修，卫生间防水层没
做好，地面积水缓慢渗透到楼下住户，引发邻里
矛盾。“后来才发现，施工团队没有资质，因为自
己疏忽大意只好认栽。”汤女士说，无奈之下她
请来一个维修工重新铺设防水材料，但后期发
现还在漏水，再联系这位维修工，才发现已被对
方“拉黑”。
　　合同陷阱辨别难，行业标准缺失，人员资质
不清，也是目前装修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
消费者反映，和商家签订装修合同时，常遭遇

“合同陷阱”。
  南宁市民韦征说，装修公司签的合同好几
页，很多看不懂，有不少“隐藏”条款一般人发现
不了。如装修材料选用、装修服务方面，表述含糊
不清。合同中装修垃圾清运费、材料运输费占装
修总费用 10% 至 15%，“算钱的时候才发现，由
于写在合同里了，只能吃哑巴亏。”
　　南宁一家装修公司员工说，公司有设计师
甲级证书、施工乙级证书，问及为何没张贴在明
显地方，该员工回答说，公司是做电力起家的，
这些证书不好贴出来。记者追问是否全员有执
业证书，该员工则含糊其辞。走访的几家装修公
司表示，装修师傅跟公司有长期合作，但却不属
于公司员工。
　　不仅装修时看不懂，装修完看不出，监管缺
失还导致维权难。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装修公司要求先付款

再装修，资金没有第三方监管，一些装修问
题在正式入住甚至入住几年后才会暴露，维
权难度大增。“仅从成品外观上难以看出装
修质量问题。”南宁市民李女士说，她家房子
入住约一年后出现木地板发霉、翘边等问
题。“钱早给了，再想维权也难了。”

  信息严重不对称，多级转包偷

工减料盛行

　　记者调查发现，双方信息不对称，行业标
准缺失，霸王条款横行，一些装修团队常使用
廉价材料以次充好，导致纠纷多发。
　　信息严重不对称，多级转包、偷工减料盛
行。南京市栖霞区市民汪先生从事工程装修
多年，他说不管是找工人、找装修队还是找装
修公司，最终施工环节多是由流动的外包工
人完成，出现“花钱也不省心”悖论。南宁装修
师傅老黄说，装修公司往往多级转包，最终

“外包”给工人，人员资质不清，利润少容易偷
工减料，消费者成待宰羔羊。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郭雳认为，装修乱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装修公司经常将项目转包，后期出现问题互
相推诿。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杨焕德说，不少装修公司虚构报价、偷工
减料、以次充好。“比如木制品，市场上能提
供足够厚度的厂家不多，普通消费者搞不
清。”
　　“散装工人”推诿多，维权找不到负
责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谈润
卿说，家装行业“小散弱”较为突出，个人作为
包工头承揽业务的情况仍比较普遍，甚至和
二十年前相比差别不大，许多消费者也是通
过口耳相传寻找这样的皮包公司。“散装工
人”装修模式之下，公司对工人的管理和服务
水平很低。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郑美菊告诉记者，
目前装修行业从业人员鱼龙混杂，流动性过
高，还是马路工人、游击队为主，施工质量只
能靠工人良心。业内人士透露，装修属复购率
较低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维权通常是单一案
件，许多律师也不愿意接手。
　　监管难导致市场形成恶性低价竞争。杨
焕德介绍，装修行业的监管难度大，导致企业
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前期，即以低价争取客户，
最终环节以次充好则为常态。不少业主对于
产品的认知不足，导致高质量的品牌反而没
有竞争力，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态势。
　　江苏省住建厅一位工作人员坦言，目前
监管机构也缺乏完善的、精细化的行业评估
标准及严厉的处罚措施，监管执法人员有限，
常处于被动监管状态。
　　近年来，全国多地提倡商品房精装修交
付。比如，西安市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在
全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推行全装修成品交
房，目的是为全面提升住宅建设品质，减少资
源消耗和二次装修污染。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房地产估价
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虞晓芬认为，
精装房或者一些地方所称的成品房已成市场
趋势，本为省心省力、减少二次污染，但各地
关于成品房的标准又较为模糊，精装房的利
润空间较大，导致开发商觊觎“精装暴利”，在
精装修上偷工减料。
　　“装修价格有备案，交房时减配却投诉
无门，成了开发商绕过限价、谋取高利润的
手段。不少楼盘为涨价而做精装，装修标准
夸大其词，以次充好，直接导致收房维权纠
纷增加。”虞晓芬说，某种程度上精装修房
面临的现实困境，不是技术和工艺水平的
问题，而是开发商更多将其视作调节利润
的“节拍器”。
　　此外，合同签订难落实，标准缺失模糊

地带争议多。杭州个体装修师傅蒋文明表
示，自己没有专业的设计方案，一般根据
业主的口头描述进行施工。但这其中有很
大的模糊性，双方理解上会有偏差，待装
修结束再进行整改，双方对费用和责任等
很难进行有效认定。

  设立资金监管账户，推行第三

方监理人制度

　　住房装修市场乱象丛生，一些地方纠纷
多发，受访人士对其深恶痛绝，期盼强化监
管，多部门全链条严打欺诈哄骗，规范家装行
业健康发展。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建议，装
修行业涉及建材、装配、施工等多个环节，不
能仅盯着装修服务终端环节，宜统筹上下游
全产业链，从原料、加工厂、施工单位等方面
形成监管合力，破解维权找不到人监管难题。
宁波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旦伟建议，切实强化
装修公司质量监管责任，完善装修行业征信
机制。
　　郭雳建议，推行第三方监理人制度，设立
资金监管账户，发展面向个人的工程监理行
业，加大装修公司后期行为约束力度。谈润卿
建议，由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设立资金
监管账户，研究设定合理的资金监管百分比，
在房屋装修完毕并经由双方签字确认后，再
将款项支付给装修公司。
　　完善合同设置，降低维权成本。业内人士
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出台装修合同细化指导
性范本，特别对是否转包、装修材料品牌确
定、付款节点、装修进度、强制监理人制度、质
保金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做出详
尽细致的规定。加强对装修行业签订协议的
规范和管理，推广先装修后付费方式，切实维
护消费者权益。
　　精装房困境亟待系统化治理。业内人士
认为，住宅装修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作用需
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撑。目前，一些地方正在
制定和细化相关政策，比如，针对涉房投诉信
访症结，去年以来，重庆市场监管部门从广
告、合同两个关键点着力，在九龙坡区房地产
在售项目中探索推行不利因素告知机制，涉
房投诉举报、信访量下降明显。
　　虞晓芬认为，开发商之所以能够如此“肆
无忌惮”，期房制度是“原罪”。目前在中国地产
市场，期房占比超过八成，交房周期一般为 2
年至 3 年，这为开发商“暗箱操作”提供空间。
建议加大现房销售比例，同时，在完成土地出
让时，设定一定的施工、装修时间节点，以避免
开发商为提高周转率、赶工期，从而以次充好，
影响装修质量。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建议，破除以工长为
核心的传统模式，建立家装行业人员持证上
岗制度，大力发展高质量、现代化装修。
　　专家提醒，如今基本遵循“按图施工、按图
验收”原则，可聘请第三方专业验收，如发现问
题，业主可与开发商协商整改，若开发商拒不
整改可向监管部门投诉。二手房装修尽量找专
业的设计和施工团队，施工前应请专业人士对
房子进行实地勘察，尽量全程拍照留痕。签订
装修合同时，对装修细节应逐项核对标明，交
付尾款前逐一验收检查，遇到问题向有关部门
反映依法维
权。

（参与采写：
许舜达、林
凡诗、周凯）

左图：陕西省西安市某小区去年10月交房，今年初就有部分烟道垮塌。
右图：网友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河南省邓州市某项目偷工减料。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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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家底逐步摸清

研究阐发全面展开

　　 2021 年元旦，《记住乡愁》第七季在央视
播出，讲述一座座古城的悠长文脉与家国情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之
一，《记住乡愁》受到海内外观众好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当代眼光
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目前已
推出《论语》《孟子》《左传》《黄帝内经》等五批共
计 40 种图书。
　　工程实施 4 年来，15 个重点项目持续推
进，文化家底逐步摸清，研究阐发全面展开。
　　——— 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
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其中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372 项；认定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3068 名；设立 23 个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
　　——— 积极推进文物、非遗、古籍、地方戏曲
剧种、美术馆藏品普查和复核工作；加强文化资
源普查成果的转化利用，《全国地方戏曲普查报
告汇编》已经成书。
　　——— 公布两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
名单、实现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全覆盖；实施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
青海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研究等重

点工程深入推进。
　　——— 截至目前，已公布 135 座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799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6819
个中国传统村落，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912 片，
确定历史建筑 3.85 万处，不少有价值的工业建
筑、文化景观也逐步纳入保护体系。
　　——— 完成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培育戏
曲人才，名家传戏——— 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
工程每年扶持 100 位戏曲名家向 200 名青年
演员传授 200 出经典折子戏；传承戏曲经典，中
国京剧像音像工程录制京剧经典传统剧目 350
多部，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试录制 25 部剧目。
　　——— 截至 2020 年，全国制定颁布古籍保
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4 项；累计完成普查登
记数据 270 余万部，占总任务的 94％；累计修
复古籍 360 多万叶，培训古籍从业人员 1 万余
人次；全国累计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达 7.2 万部。
　　———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实施以来，
共有 195 卷启动编纂工作，其中 32 个分卷进入
出版社的编校程序；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采风录制收集整理散存于各地区、各领域的民族
音乐资源，录制约 128 小时的采风样品。
　　……
　　实践证明，以实施工程的方式推动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很好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传承有
抓手、发展有路径。
　　从 2018 年建立由中央宣传部牵头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际协调组以来，各成
员单位共同研究协调传承发展重大问题，论证、指

导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各地陆续制定出台相关
扶持政策，加强督查调研，提供制度保障，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全国一盘棋。

融入生产生活 助力全面小康

　　一起看“人面桃花相映红”，一起听“稻花
香里说丰年”……亲友围坐品鉴《中国诗词大
会》，被不少人视作精神享受。
　　截至目前，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收视超过 30
亿人次。越来越多普通人展示诗词才华、传递文
化力量，凸显“诗词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日常”。
　　 4 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
生产生活各方面、国民教育各领域，滋养精神
根脉、点亮小康生活。
　　将中华文化传承与重大节庆相结合，中
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积极作为，抓住春节、元
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契机，因地制宜举办
一系列接地气、有生气的“我们的节日”主题
活动。组织全国大中小学开展“传承的力量”
学校体育美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
列活动，在全国高校建设 106 个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基 地 ，在 全 国 中 小 学 建 设 近
3000 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
过程各方面；开展“网络中国节”系列网络文
化活动，推出一批传统节日动漫、微视频、视
频直播等网络文化产品……许多曾热衷过

“洋节”的年轻人领略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与此同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让学戏、
懂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食、中医养
生、传统体育渐成时尚。
　　把目光聚焦到四川凉山，彝绣、银饰、漆
器等众多传统工艺转化为脱贫生产力，促进
非遗活态保护，也带动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居
家就业。在湖南湘西州，“非遗+扶贫”让很
多拥有刺绣技艺的外出打工妈妈实现了“守
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又养家”。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有关部门支持
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
家，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增收。

创新表达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

　　 2020 年疫情期间，宅家“云观展”，成为
文化生活新方式。《全景故宫》《全景兵马俑》
等一批数字全景展厅项目，让观众宅在家中
就能“漫游”文化遗产地；只需在手机上轻轻
一点，就能近距离欣赏到精美的敦煌石窟壁
画、彩塑、石窟建筑，敦煌研究院等推出微信
小程序“云游敦煌”受到好评。
　　创新方式、多元表达、科技赋能，给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带来全新启示。《中国地名大会》综
合调动知识竞赛、文化解读、文艺呈现、人物故
事等多种元素，挖掘地名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引导广大受众在“知来路”中“明未来”，为“坚
定文化自信”这一历史命题拓展新内容。中国
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推出《大禹治水》

《愚公移山》《杨家将》《大运河奇缘》《百鸟朝
凤》等传统文化动画片，受到小观众喜爱。“中
华精品字库工程公益应用计划”免费提供字库
公益授权，让书法经典“用起来”，让精品字库
融入大众生活，提升公益宣传的视觉审美。
　　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
　　第二届进博会上，首次增设 4000 平方
米“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区，37
项非遗项目、69 个老字号在此汇聚，推动老
字号“买全球、卖全球”的同时，充分彰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项目

“舞动中国”，精选《丝路花雨》《我的梦》《国色·十
二生肖》三台艺术精品，推广到北美、南美、大洋
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
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八个国家的数十座城市巡
回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引发热烈反响。
　　“中华之美”海外传播项目，以国际传播
为鲜明特点，着力呈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记住乡愁》国际版第一季、二季制作完成
并在国家地理频道播出，引发海外热议；纪录
片《佳节》通过国家地理《华彩中国》栏目、腾
讯视频面向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 亿受
众播出，向全球观众开启了一段体悟中国传
统节日文化的奇妙旅程。
　　在不断的传承、发展与升华中，传统文化
的深沉积淀和深厚滋养，让中华文化绽放出
璀璨的新时代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