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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
针对 64批次地板、人造板的质量抽查

结果，发现 12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检
出率为 18.8%。人造板的不合格项目主

要包括甲醛释放量、表面耐香烟灼烧，
地板的不合格项目为静曲强度、面板

木材名称、标志或包装标签（标记）。

值得关注的是，12批次不合格产
品中，有 1批次甲醛释放量不合格。上

海艾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天猫商城
德丽斯旗舰店销售的“德丽斯 DELISI”

牌中密度板，甲醛释放量实测为
0.330mg/m3，与强制性标准要求不符。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责令不合格产
品的经营者立即停售该产品。

质量问题让人“头大”

事实上，在上海市消保委接到的
家庭装修投诉中，建材质量问题始终

让消费者“头大”。在 2019年市消保委
受理的 2799?家庭装修类投诉中，诚

信、质量和售后成为家装行业较为突

出的三个问题，其中涉及的质量问题

则不在少数。
比如，开裂、脱落类投诉有 326

?，主要表现为墙面开裂、瓷砖开裂、
地板开裂、油漆脱落等，占质量问题类

投诉的 30%。漏水类投诉有 261?，主
要表现为卫生间漏水、阳台漏水、隐蔽

工程漏水等，占比 24%。地板类投诉有

184?，主要反映地板未找平、地板发
霉起泡等，占比 17%。橱柜、吊柜类的

有 142?，主要反映成品与约定不符、
材料甲醛超标、柜体开裂等，占比

13%。油漆、涂料类的有 108?，主要表
现为油漆、涂料开裂、脱落和起壳，占

比 10%。甲醛、异味类的有 51?，主要
表现为室内、板材甲醛超标或异味，占

比 5%。

监管部门支招“避坑”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和消保委均
发布了与装修相关的消费提示，为大

家支招，如何避开装修中那些“坑”。
市场监管局表示，选购人造板时，

不要选购刺激性气味大的板材，甲醛

释放量 E1级不应超过 0.124mg/m3。选

购人造板时，装饰板表面应光洁，无毛
刺、沟痕，无节子、裂缝、无树脂囊、树

脂道及夹皮，无透胶及板面污染现象。
选购地板时，应查看表面质量，长宽厚

是否与明示相同，地板榫槽结合是否
严密。随机抽取几块地板进行拼接，观

察松紧程度及表面平整性。为避免厂

家和装修公司推诿，建议请厂家铺装。
市消保委则提醒，疫情中延后与

新生的家庭装修需求叠加，将迎来一
波家装签约潮。消费者在合同洽谈、签

约过程中要注意，应听取第三方专业
人士意见，避免轻信装潢公司一家之

言。合同签订务求细致缜密，尽可能以
书面形式详细约定细节，可以要求经

营者把广告营销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说
辞在合同中进行清晰界定。预算是合

同中最为复杂的部分，消费者应注意
其中对于品牌、型号、数量等的约定是

否准确，特别要注意只有单价而无总
价的项目，因为此类项目往往是日后

导致费用大幅增加的隐患。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绊脚石”出现在步道
汪先生说，最近他想去拍拍苏州河上几

座桥梁的“夜景模式”。1月 9日，他从北苏州

路进入西藏路桥，然后沿着滨河步道走到浙
江路桥。在步道上边走边拍，感叹经过改造

后的苏州河滨河步道，确实赏心悦目。
正当他一路拍摄美景之时，突然脚下不

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下意识地往前冲了

冲，差一点摔倒。稳住身形后，低头仔细一
看，竟是个厚厚的石质大圆盘突起在步道中

间。汪先生想把“绊脚石”移到路边，可用脚
使劲挪，动也不动，再试着用手搬，还是“岿

然不动”。
此时，在步道上陆陆续续有游人走过，

汪先生在原地守候约半个小时，不断提醒大
家注意脚下的“路障”。

据汪先生回忆，等到游人稀少时，他一
路向东，在沿着浙江路桥方向行走的时候，

发现在防汛墙与护栏之间不到两米宽的步
道上，石头圆盘还不止一个。

1月 10日，记者跟随汪先生来到现场。

“这些石头圆盘，约有七八个，有的高出路面

十多厘米，有的在柏油地面突起，倾斜在步
道中间一头高一头低。”在汪先生指引下，记

者看到每隔十多米就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圆
盘，盘踞在步道中间，沉重的石头圆盘直径

约有 70厘米，厚度约有 15厘米，被固定在
路面上。有几个圆盘估计还没完工，在步道

中间留下一堆堆碎石材，也成了游人行走的

绊脚石。

夜间行走多有不便
记者采访时，身旁走过“三口之家”。妈

妈一再关照宝宝要当心，嘴里不停嘟嚷着，

“哪有这样设置路面盖子的？多危险！”一位
老大爷绕道而行后说：“石头盖子高出路面

这么多，有点吓人啊！”
记者发现，更为危险的是，这段步道几

乎没有路灯，仅靠周边建筑物光线才能勉强

看清。而靠近浙江路桥更是灯影稀疏，一不
小心就会踢到坚固的石头圆盘，夜晚行走是

“步步惊心”。
市民们十分担忧，日后气温回暖，前来

苏州河滨河步道漫游的人会越来越多，急盼

相关部门从速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回访时已着手修整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位于西藏路桥

与浙江路桥之间的北苏州路滨河步道静安

段，发现这一区域的若干个“大块头”石材圆
盘盖子已被施工人员整改修平，与步道整体

齐平。

记者看到，在防汛墙与栏杆间不到两
米宽的步道上，施工现场已用护栏围挡，几

个圆盘盖子正被加紧修整，渣土也被陆续
清理。

举一反三改进操作
记者随后联系了静安区市政配套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该处是由市政总院负

责实施的苏州河景观灯穿线工程。施工单位
在作业过程中临时移动井

盖，未按照管理规定设置

警示围护。目前，已将井盖
复位。

静安区市政配套管理中心工程科一名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对施工单
位发出警告，孰促对方举一反三，做好围挡、

保护等精细化措施，严格杜绝任何安全隐患
的出现。

本报记者 徐驰 通讯员 潘金鳌

未复位井盖成“绊脚石”
苏州河步道景美更应路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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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河步道， 是不少市民朋友

们亲水散步的“网红打卡”之地。

然而，这样的景观，却因为施工单

位的“粗放式”操作，脚下陡生“绊
脚石”。

发生类似的情况，归根到底，

还是缺乏精细化管理的意识。 不

过，问题出现后，相关部门能即知
即改，还是好事。 市民真心希望，

城市的管理者们能以此为鉴，让
美丽上海总有安全相伴。

    本报讯 （记者 夏韵 实习生 袁文馨）1 月 11

日，本报第 4版报道了《接水点路远费力 老年人有心
无力》，部分老年居民下楼接水不便，影响日常生活。

昨天下午，记者了解到，报道中的两个居民小区都已
恢复供水。

家住静安区大宁路 700弄 24号楼的居民骆老伯

反映，1月 10日凌晨 4点家中停水，报修后，10日晚
大楼恢复供水。但是 11日晚又停水，12日凌晨 3点

来水。骆老伯说，经专业人员检查，停水原因是水箱中
的浮球阀失灵，昨天维修工更换了新的球阀。属地大

宁路街道八方居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居委
会做过排摸，该小区停水的 5幢单元楼里没有 80岁
以上高龄老人，如有，居委会将上门为老人送

饮用水。对方表示，事发周日，居委会人手有

限，今后遇到此类突发情况将做得更加及

时、贴心。

家住闵行区罗阳路 750 弄小区的

独居老人周先生也碰到停水。因水表

爆裂，家里已停水三天三夜。昨天

下午，周先生告诉记者，经

过本报多次联系，1月 10日
下午，水务部门维修人

员上门换好了水表，之

后家里用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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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北苏州路西藏路桥至浙江路桥滨江步道之间

事由：步道上存在不明“圆盘状”凸起物
结果：已修改平整

    近日，市民汪先生向本报反
映，听闻北苏州路滨河步道开放通
行的消息后，他兴冲冲前往“打卡”。
可谁知步道上却零星存有一些“圆
盘路障”，让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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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怎么选？装修合同怎么签？

脱落

瓷砖开裂

    家里要装修了，地板怎么选？合同怎么签？……自去年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大量装修工程和装修计划延期。而疫情平
稳之后，家庭装修消费迎来快速增长，而装修、建材类消费和
投诉也成了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据统计，去年 7 月至 12

月，上海市消保委共受理家装服务投诉 1204 件，如何“避坑”
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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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宁路 700弄昨天恢复供水

小
帮
有
回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