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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服务

对于小区物业的管理和服务，是否
满意？日前，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社
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上海迪博大数据研
究所，发布了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显
示上海消费者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总体满
意度仅为69.7分。物业支出不合理不透
明、基础服务不到位等，成了业主最不
满意的地方。专家指出，要提升物业服
务水平，或许应从激励机制着手，将

“包干制”逐渐转变为“基础物业费+增
值服务费”的摸式。

调查显示，29%的消费者表示物业
公司支出不合理，26.5%表示物业支出不
透明，25.5%表示基本服务不到位。此

外，还有人对物业公司出租小区车位、
接到投诉后不管或管理不到位、小区内
莫名出现与业主不相关的商业设施、小
区内发生失窃等各个方面不满。

在物业公司的细节工作满意度中，
各项分值也均未超过70分。其中分数最
低的，是接到保修时反应的积极度，其次
是物业被投诉时的态度、突发事件的及时
处理、小区停车的有序程度等。研究人员
还对目前物业管理费的合理性和老百姓
的期望管理费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66.3%的人认为，物业公司收费与服务并
不匹配。有四分之一的人坦言，自己不定
时缴纳或根本不缴纳物业费。

而消费者的期望基础物业费和目前
的物业费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期望物
业费平均为目前支付物业费的60%左右。
比如，单价在7万元以上小区的居民，目
前平均物业费为2.9元/平方米，而期望费
用为2.3元/平方米。单位在2万元以下的
小区，目前平均物业费为1.8元/平方米，
百姓期望费用为1.1元/平方米。一边是许
多物业公司抱怨“物业费过低”，一边是消
费者对物业管理的服务并不“买账”，如何
破解这道难题？

对此，专家表示，或可通过倡导
“基础物业费+增值服务费”的模式，而
非以前盛行的包干制，来推行物管公司

的“定制化服务”，提升服务水平。其
中，基础物业费由业委会根据小区绝大
多数业主的需要，明确小区所需要的基
本公共服务，并核算出物业公司的基本
成本。而基础服务之外的，都是个性化
定制服务，由业主与物业公司按约定价
格结算。

此外，新小区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是，开发商使用并控制自身下属或者同
一集团下的物业管理公司，对一些利益
权属不清晰的“灰色利益”进行侵占，
或向其上级或兄弟单位进行输送。调查
者建议，应避开不公平竞争，尽量避免
使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司。 （溟捷）

上海消保委发布《上海市民用物业管理现状调查》报告
沪上物业公司总体满意度仅为 69.7 分

“集成灶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中，嵊
州厨企可谓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嵊州
厨具产业要继续沿着创牌的路走下去。”

“嵊州厨企要有担当，为嵊州的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日前，浙江绍兴嵊州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玲芳召开座谈会，邀请15
家厨具企业和相关部门，共商厨具产业
发展大计。她强调，嵊州要进一步强化

“集成灶嵊州造”区域品牌建设，打造节
能、环保、智能化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力争将嵊州建设成为“品质最优、成本
最低、环境最好”的中国厨具之都。

随着厨具企业创牌的持续推进，“集

成灶嵊州造”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持续攀升，亿田、帅丰、森歌等企业在
林志颖、海清、邓超等明星的“吆喝”
下不断壮大。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
全行业销售额、利税均呈现超过20%的
高速增长。座谈会上，开发区就厨具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的总体思路进行通报，
15家企业代表和各部门负责人就如何做
大做强厨具产业出谋划策。

陈玲芳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说，厨
具产业是我市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在过
去几十年里，嵊州厨企始终秉承创新发
展的精神，以稳健务实的步伐，在业内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创牌
的深入，行业更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
头，成为我市工业经济的“新明星”，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厨
具产业和各厨企，要扬长避短，继续做
大做强，这也是我市各界的期盼。

陈玲芳指出，我们的努力方向，就
是要把嵊州建设成为“品质最优、成本
最低、环境最好”的中国厨具之都。围
绕这一目标，厨具企业要继续做大规
模，牢牢掌握行业和市场话语权，不断
提升效益;要做出最优品质，通过规范企
业经营、质量管控和科技研发，在行业

内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要继续
打响品牌，创新营销手段，通过主流媒
体、新媒体等，继续扩大“集成灶嵊州
造”区域品牌影响力;要在智能化和智能
制造上下功夫，通过“机器换人”等手
段，进一步提升产能和品质;要不断做长
做全产业链，在区域内强化专业化水
平，实现协作发展;要加强企业管理，建
设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通过股改上市，
最终迈入资本市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提
供优质高效的保障服务，为企业发展营
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

（露雨）

嵊州:打造厨具产业集群 建设“三最”厨具之都

2017年第22届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展于日前
在上海举办。此次，全球知名的洁具产品供应商推出
了全新个性化的“自由创享”体验，帮助用户把关于
卫浴的各种奇思妙想变为现实。藉此，记者采访了骊
住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莫本杰（Bijoy Mohan）就
相关话题进行了交谈。

记者：作为全球厨房和卫浴设施供应商，高仪一
贯推崇科技上的创新，其产品设计也屡获殊荣。请简
要介绍高仪的“自由创享”理念。

莫本杰：高仪发布的“自由创享”理念，使用户
不仅可以享用高仪先进的卫浴科技，更可以打造自己
个性化的淋浴空间。如今，越来越多顾客不再仅仅满
足于产品的设计和质量，更追寻个性化风格的彰显。
这要求我们为消费者创造独特的沐浴体验，而高仪的

“自由创享”定制理念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自由创享”理念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一是选择的自由：欧适Spa色彩系列。创造之旅

从“高仪欧适Spa色彩系列”开始。该系列最新的龙
头出水嘴和把手的色彩、饰面和材质灵感都源于缤纷
的大自然。以饰面为例，从哑光到璀璨光泽，同时还
有四种特殊色彩可供选择。而高仪一贯的质量保障能
够确保顾客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案，其龙头都经过测
试，防尘耐划痕，让浴室在数年之后仍然光亮如新。

“高仪欧适设计系列” 也有六种不同饰面和材
质可选——手工镀铬、钻石切面黑、石墨灰、冰川大
理石或落日暖阳色泽，让顾客和设计师通过个性化的
材料选择展示他们的创造力和个人风格。

二是享受的自由：智能创新选择让您的沐浴成为
享受。八十多年来，高仪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投入成
就了可以激发个人风格的创新科技，让人们得以享受
和沉醉于生命中的美妙时刻。

高仪现代化卫浴产品系列，正是这些产品让沐浴
成为了一种享受。从“水之交响”的六种出水模式选
择到 F 数码帝莱克斯光学疗法和颜色疗法的理疗作
用，加上智能控制系统的“轻按、旋转、沐浴”的直
觉操控技术，参观者将从高仪前瞻性的卫浴产品中得
到启发，打造自己充满个性的浴室。

三是满足的自由：安全、智能的龙头让您享受在
厨房中的美妙时刻。高仪将人体工程学也应用到厨房
领域。在这里，龙头和其他配件有智能、安全、直觉
操控的特点。五次荣获红点至尊设计奖，高仪以用户
为导向的、丰富的厨房龙头产品线的设计风格和特
色，能够满足每一位主人个性化的需求。

记者：在2017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展上，高
仪展出了哪些最新系列？

莫本杰：主要是八大系列。即F40水之交响、瑞
雨智能控制淋浴全系列、F数码帝莱克斯系统、欧适
水浴色彩系列，欧适设计系列、雅瑞娜系列、无线漏
水保护系统、新莱尼。

记者：高仪多年来如何经营好打造自己的品牌，
并使其享誉全球的？

莫本杰：作为全球品牌，高仪是全球知名的洁具
产品供应商，致力于提供创新水生活产品。

几十年来，高仪一直致力于实现“恒久品质”、
“领先科技”、“卓越设计”和“坚持环境保护的最高
标准”的品牌价值，这些都说明了高仪创造卓尔不群
的用户体验并实现“畅享舒适水生活”的品牌承诺。
高仪的工艺、创新和设计活动牢牢植根于德国，高仪
产品上印有“德国制造”的品质徽章，最终加强了客
户对高仪品牌的信任。高仪制造网络中的所有工厂均
利用高精生产工艺，确保符合高仪全球统一的高标
准，和确保其产品实现最严格的工艺和功能性需求。

仅在过去十年里，高仪已荣膺240多项设计和创新大奖，并多次荣登“德
国最佳可持续性发展主要公司”排行榜前列，同时也获得了2017德国联邦政
府“企业社会责任奖”，这些充分证实了高仪的辉煌成就。全球有很多备受瞩
目的项目配备了高仪产品，证明了建筑师、设计师和开发商对高仪品牌的偏
爱。

高仪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骊住集团的子公司。骊住是卫生洁具行业
的知名企业，同时也是日本领先的建材和家居产品、服务供应商，拥有高仪、
美标、伊奈等众多知名家居品牌。骊住也是日本主要的建材和家居产品和服务
的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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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和上海都佰城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日前宣布在中国共同推出采用发泡
热塑性聚氨酯(E-TPU)SP的新型地坪结
构，以提高运动地坪的安全性。

巴斯夫特性材料部亚太区全球高级
副总裁鲍磊伟表示：“新结构具有高回弹
性能，提高了体育运动的安全性。这一
解决方案不含任何重金属，也无需在安
装前及安装过程中使用溶剂，因此它满
足了中国市场对符合国家安全和环保标
准要求的运动地坪不断增长的需求。”

多方合作开展质量控制

2016 年 1 月，巴斯夫和都佰城联合
推出了一系列基于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MDI)的运动地坪产品，随后还联合
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和上海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发起了一
个质量控制项目。

这个涵盖了整个价值链合作伙伴的
质量控制项目结合了巴斯夫的材料解决
方案与专业承包商和施工商团队的优
势，旨在确保达到最严格的质量和安全
标准要求。

都佰城集团总裁林凡秋先生表示：
“我们致力于为国内的校园和场馆提供经
久耐用的地坪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仅
符合最高环境标准，还结合了优异的物
理性质和先进的施工技术。我们相信，
新方案将不仅惠及我们的客户，每个人

都将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运动。”

巴斯夫的创新材料专业知识

这种新解决方案适用于在较大的温
度范围内对物理性质和耐用性有较高要
求的应用。巴斯夫新型地坪结构结合了
热塑性聚氨酯(TPU)与普通泡沫的优
点，其闭孔颗粒泡沫的吸水率极低，特
别适合用于运动地坪。此外，它还具有
极佳的回弹性，是目前市场中弹性最好
的颗粒泡沫之一。经测试，E-TPU的回
弹高度可达55%。

据悉，特性材料业务部整合了巴斯
夫在创新定制塑料方面的全部专业知
识，在全球活跃于交通、建筑、工业应

用和消费品这四大领域。本业务部拥有
完善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对面向应用的
系统解决方案有着深入的了解。其凭借
与客户的密切合作以及对解决方案的重
点关注推动盈利增长和业务发展。强大
的研发实力为创新产品和应用的开发奠
定了坚实基础。2016年特性材料业务部
全球销售额达到69亿欧元。

（舒文）

巴斯夫和都佰城推出新型地坪结构
心系国内运动地坪的安全性 采用全新发泡热塑性聚氨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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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霍尼韦尔宣布在中国推出新
的智慧楼宇服务管理平台 BPS R200。
该平台将传统控制技术、企业级系统集成
技术和最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灵活集成，从而建立以服务为中心应用的
商业智能集成系统。BPS R200 提供基
于大数据的存储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实时
数据和移动应用提升建筑互联互通的能
力，帮助业主和物业管理者显著控制成
本，提升效率，开启智慧建筑的科学管理
模式, 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智慧建筑的发
展将迎来新契机。对于建筑运营管理者
而言，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停留于各
个子系统的监控，而是如何应对日益增
加的物业管理复杂性以及物业人员流动
性，从而实现对整个物业系统进行科学
有效的管理，降低运营与维护成本，确
保物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霍尼韦尔智
慧楼宇服务管理平台BPS R200基于统
一的入口集中获取单个或多个楼宇站点
的运营数据与报告，建立标准化的智能
服务管理模式，让建筑运营管理者通过
手机移动客户端随时掌握物业管理的真

实状态，让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对于设
备系统的报警和维护、运营成本、能耗
指数、员工效率以及客户反馈等信息一
目 了 然 。 客 户 使 用 反 馈 数 据 显 示 ，
BPS R200的实施能让物业管理人员的
工作时间减少10%，楼宇资源的利用度
提高20%，客户满意度提升12%。

无论是单楼宇部署还是多楼宇部署，
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的BPS R200
智慧楼宇服务管理平台都具有以下优势：
高度数据集成，统一管理；创新开放式架
构，便于扩展；信息交互，快速响应；移动
控制，上佳体验；可视化界面，高效管
理；主动性维护，控制风险。

“霍尼韦尔正从软件、数据和服务等
方面迅速步入‘由硬到软’的数字化新
时代。新推出的智慧楼宇服务管理平台
BPS R200是我们在中国智慧建筑领域
打造软件与服务核心竞争力的又一成
果。”霍尼韦尔建筑智能系统部中国区总
经理杨捷表示：“我们倡导智能建筑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新理念，旨在提升能效、
实现更佳的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和
对环境的影响。BPS R200是基于‘互
联’技术的智能软件服务解决方案，它

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所面对的建筑能效可持续发展问
题，从而让建筑变得更加绿色、安全和
高效。”

BPS R200智慧楼宇服务管理平台
目前已在中国某大型商业地产开发商建
筑中投入运营，实际效果显示可帮助业

主每年节约超过 100 万元的能源以及人
力成本。预计2017年底，项目将会增至
35个站点，届时会有100万个设备接入
楼宇控制系统和物联网，大幅提高建筑
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实现节约成本和
节能减排。

（张海英 姚颖）

实现物业管理互联互通
霍尼韦尔智慧楼宇服务平台BPS R200上市

最近，普立万公司推出其创新型
聚合物技术，以帮助OEM和制造商开
发可赢得市场的产品。这些前沿材料
和着色剂可增强产品的装饰外观性能
和功能。

普立万公司亚洲区副总裁 Barto
Du Plessis表示：“凭借这些技术，我
们可继续帮助客户解决其生产制造难
题，在市场赢得竞争优势。为此，我
们运用额外资源，持续改进产品以助
力客户成功。”

普立万公司介绍了推出的高级技
术装饰材料，包括：Impress 珠光金属
效果着色剂：助力吹塑 PET 包装制造
商打造炫丽、迷人的外观。

OnCap 防雾添加剂：提高食品包
装膜的透明度和防雾性能，以清晰显
示出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

InVisiOTM Color Inspiration
2018 全球色彩灵感：使用四种影响当

下市场潮流的、新兴色彩组合，并利
用其综合的色彩和材料资源，来帮助
客户抓住品牌的精髓，为产品选择成
功的色彩方案。

ColorMatrixLactraSX阻光剂：阻光
率高达99.9%，可延长超高温灭菌牛奶
和高蛋白酸奶等光敏乳制品的保质
期。LactraSX阻光剂是符合最新中国食
品认证标准 （GB） 的市售全光阻白色
添加剂之一。

高温聚合物解决方案：助力制造
商为聚醚醚酮 （PEEK）、聚醚酰亚胺
（PEI）、聚砜 （PSU） 和含氟聚合物等
高温聚合物添加定制颜色和功能性解
决方案，增值功能包括：传导性、辐
射不透明度和交联性。

Stat-Tech 静电分散与导电性材
料：为关键电子设备应用提供专门设
计的抗静电性能和电磁干扰(EMI)和射
频干扰(RFI)屏蔽性能。

汽车暖通空调密封件用 GLS 热塑
性弹性体：普立万的热塑性弹性体技
术经证实可将现有供热/通风/空调
（HVAC） 用弹性体应用的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VOC） 降低50％、雾化降低
35％，从而提高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
和舒适度。

Geon聚氯乙烯产品组合：可提供
卓越的耐燃性、耐化学性和抗紫外线
性，可作为各种工程聚合物的高性价
比替代品。

据悉，普立万公司是知名的特种
聚合物材料、服务和解决方案供应
商，2016年销售额达33亿美元。公司通
过合作与创新来创造价值，坚持不懈地
追求卓越，致力于为全球各地各行各业
的客户提供服务。在“可持续承诺”
和“无意外承诺”两大核心价值观的
指引下，普立万向客户、员工、社会
和股东郑重承诺履行职责。 （晓栋）

普 立 万 推 出 创 新 型普 立 万 推 出 创 新 型
装 饰 聚 合 物 解 决 方 案装 饰 聚 合 物 解 决 方 案

经过两个多月的装修，肖先生总算
是搬入了新居。晚上九点多钟，肖先生
已上床了，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顿
时屋内一片漆黑。肖先生在黑暗中摸到
打火机点燃一看，原来是客厅天花板上
的一盏尺寸为76厘米×76厘米水晶方灯
掉落在地板上，地面上顿时一片狼藉。
肖先生急忙拨通装潢公司的电话，要求
对方马上派员上门察看。装潢公司维修
人员在第一时间来到现场。他们先维修
电源恢复了供电，然后检查了事故现
场，表示次日派人上门维修，但丝毫没
有表示过歉意。肖先生感到十分气愤。
对方经过一番忙碌之后便夺门而去，扔
下一句话：“只能帮维修，不可能赔
偿”。肖先生听了感到不是个滋味，第二

天他来到上海市消保委家装办投诉，要
求协助解决问题。

消保委家装办在听取肖先生的投诉
后，当日下午就派专家赶到肖先生的寓
所察看，并电话通知装潢公司负责人也
赶到现场。经勘察分析，认定造成水晶
灯坠落的主要原因是，装潢公司在安装
水晶方灯时没有考虑到灯的重量，在固
定水晶方灯底座时只用了个小木砧，而
小木砧无力承受灯的重量，导致整个水
晶方灯坠落。

经过家装办协调，双方当场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约定如下：装潢公司负全
责，修复水晶方灯、受损家具及物品；
对修复后的水晶方灯给予重新安装，水
晶方灯的底座固定使用金属膨胀管；对

不能修复又不影响使用的家具及物品给
予一次性3000元补偿；约定修复工程自
协议书签订后一周内完工，如果逾期完
工，则按照合同规定每天支付50元逾期
违约金。

案例提示：
在家庭装潢中，装潢公司在吊装较

重物品时，并没有明确规定使用何种膨
胀固定材料，但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
度，应当尽量使用金属膨胀管来固定，
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保障消费者的
生命权、财产权。同时在吊装较重物品
时，消费者最好亲临现场看一看、摸一
摸、拉一拉、吊一吊，确认吊装物品的
牢度，以免日后出现安全事故，这样对
双方都有利。

天降水晶灯 是装潢猫腻留隐患

■案例分析/□溟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