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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服务

今年巴斯夫将在全球各地推出全新
实验项目“聪明的美食家”，以庆祝“小小
化学家”项目诞生20周年。同时巴斯夫

“小小化学家”进入中国也已15周年。在

上海，这个让小朋友们亲手操作的实验室
已经成为很多6至12周岁儿童暑期不容
错过的活动。今年的活动于 7 月 5 日至
15日继续在上海科技馆举行。

巴斯夫将从现在到十二月每月在“小
小化学家”网页上推出一个实验项目，小朋
友们在家就可操作。巴斯夫大中华区营运
与基地管理全球高级副总裁莫立森博士表
示：“‘小小化学家’自从2002 年来到北
京，现在已经成为每年暑假深受北京、上
海、重庆儿童喜爱的一项活动。这一互动
教育项目已在中国吸引了逾17万儿童的
参与，以及近千名大学生担任志愿老师。
巴斯夫与上海科技馆的长期合作体现了双
方携手推动科普的承诺，我们一起激发孩
子们对科学、环境保护和生活品质的好奇
和关注。”巴斯夫“小小化学家”20周年庆
祝活动同时在全球各地展开，从德国到中
国、肯尼亚、印度、新西兰等等。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梁兆正表示：“过
去十多年以来，这一互动实验项目每年都
在上海科技馆吸引数千儿童的参与。我
们相信高质量教育的起点就是激发孩子
们对科研探索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
希望参与的孩子更加多元化，包括刚刚
同他们的父母来到上海的打工家庭的小

朋友们。”
为了给全国各地儿童带来体验神奇

化学的机会，巴斯夫去年起推出网络实验
室中文版。这一线上平台提供互动的模
拟实验，帮助孩子们体验经典的“小小化
学家”实验 ——“起泡饮料的秘密”、“发
泡颗粒之谜”、“烘培实验室”、“太阳的能
量”、“水的净化”、“变色的衣物”、“寻找发
送者”。孩子们既可以在上海科技馆十天
的活动中来到网络实验室游戏中心，也可
以全年在家中上网体验。网络实验室每
隔几个月就会增加新的实验。

据悉，在巴斯夫，创造化学新作用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他们企
业的理念。巴斯夫将经济上的成功、社
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相结合。巴斯夫在全
球约有 114,000 名员工，为几乎所有国
家、所有行业客户的成功俟出贡献。巴
斯夫的产品分属五大业务领域：化学
品、特性产品、功能性材料与解决方
案、农业解决方案、石油与天然气。

（露雨）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庆祝创立20周年和进入中国15周年

且论“枪手”和装饰，原本是八
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的事，在如今的
网络时代却被拼凑到一起来了，因为
是网络便捷的缘故，已是大多市民在居
家装修要上网浏览几成常事，在网上寻
觅自己中意的装潢公司，习惯再看看相
关的网站，包括一些品牌装潢公司自家
网站上的网客评议或跟帖情况如何，于
是“枪手”便呼之欲出“应运而生”。

何以能认定一些网评及跟帖必然
是“枪手”们所为，是因为不少自设
网站的家装公司一般均为行业的品牌
企业或骨干企业，在网上看到的一些
指责及批评其装修质量低下或饰后服
务质量差劲的帖子，往往即使是言辞
尖刻到近乎谩骂挖苦的地步，为了企
业的声誉，也要想方设法去寻觅到当
事人，或查找既往的签约合同或项
目，以便亡羊补牢或举一反三。然
而，网上不少声色俱厉说得有鼻子有
眼的投诉案例，结果查下来常常却属
子虚乌有，大体是这样，话出有音查
无实据。

类似的网上“屋里空”的事例，
餐饮市场要比装潢市场先受其害，其
深广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不少著
名酒家和饭店的网站无端遭到过攻
击，且相关的供就餐食客自行上帖评
议饭酒家菜肴质量和服务水准的评议
网站，一些冷嘲热讽甚至近乎恶意诋毁
的所谓“案例”，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连
投诉人上帖者的相关信息资料都属胡
编乱造。但不少著名酒家和饭店的声誉
却因之屡屡受损，尤其是并不知情的局

外人，原本随意浏览，以便根据已就餐
食客的点评日后也循迹而去，如今被说
得如此这般地蒙客宰客，谁还愿再去

“引颈就戮”？弄得许多餐饮业苦不堪
言。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的酒家便
拍案而起将网站拉上法庭对簿公堂以
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一旦诉诸法律，
即便再藏首匿尾的“枪手”或“托儿”，无
疑也得要显其原形。拔出萝卜带出泥，
受雇于人的背后，自然还深藏不露着财
大气粗的雇人者，而花钱聘雇“枪手”捉
刀代笔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一个“钱”
一个“利”字。业内同行市场竞争到近乎
惨烈状态，“枪手”也才会有发热、发光、
发挥的用武之地。

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我们不
妨逆向思维一下，往往便能耳聪目

明。以上海家庭装潢行业为例说开，
真正有实力有信誉的品牌装潢公司数
来数去也就在这么几家，况且为方便
市民大众辨认和区分，上海市装饰装
修行业协会还曾专门进行过资质和资
格认定，实行过分门别类的星级考核
认定工作，成绩虽只能说明过去，但
显然无法想象一个有着良好业绩的企
业，网上却竟会遭到那么多的“非
议”，若真有那么多的难尽人意之处，
凭什么既往还能入列行业的先进企
业？市场的名牌企业？

网络毕竟是虚拟的世界，面对扑
面而来的信息大潮，需要的是冷眼静
观的心定气闲，唯此也才能使就怕天
下无事的“枪手”们没趣到出局，装
潢市场是如此，其它业态中的“枪
手”下场也会一样。

故弄玄虚 混淆视听
装饰市场谨防“枪手”搅局

居室装潢，留点小缺陷是有可能的，
没有大的问题就已经不错了，有过装修
经历的业主都认同这样的说法。缺陷有
大有小，有多有少，对于大的缺陷，比如
装修质量问题，业主大多不能忍受，但对
于一些小缺陷，业主一般就睁只眼闭只
眼过去了。实际上，这些小缺陷，也会给
新居生活带来较大的麻烦，至少会让您
觉得有些别扭。为此，特地收集了一些
装修中的小缺陷，希望能给准备装修或
者正在装修之中的人们提个醒。

缺陷之一：插座个数偏少点了
有人说，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装修

过的人会说，我家少安了一个插座。看
到人家家里的水族箱情趣盎然，习先生
也想买一个，家里客厅正好有地方可以
安置鱼缸，但仔细一看，这面空着的墙面
没有安电源插座，鱼缸的照明、过滤设备
要依靠拖线板才能工作，只好放弃了。

在各个装修网络论坛上，插座问题
常常是装修遗憾的焦点问题，房子越来
越大，电器越来越多，插座越装越多，但
搬入新家后，常常发现还是少了。譬如，
有人买回一个手持式熨衣机，打算把阳
台上晾衣杆上的衣服熨平后再收纳到衣
柜里，但却发现阳台上没有安插座，每次
熨衣要用长长的拖线板。又比如，电视
背景墙的一排插座正好给电视机、影碟
机、音响的插头占满了，但小区进行数字
电视改造，突然多了个机顶盒，也只好请
拖线板帮忙。

解决办法：客厅、饭厅、卧室的每面
墙都要安上插座，即便是储藏室、衣帽间
等小空间，也至少要装一个插座。比较
宽的墙面隔开一段距离就要安装一个。
电视墙、写字台墙面、厨房操作台墙面等
可能用到多种电器的地方，安装插座多
多益善。

缺陷之二：开关位置装得稍低了些
了

开关一般安装在门口和床头，高点
低点好像问题不大，一般安装在一米多
高的位置，大人小孩一抬手都能够到，但
有的时候，也会有问题。马女士为女儿
买了一张两层的高架床，下层是写字台，
上层是床铺，每次女儿爬上床睡下后，都
要叫妈妈为她关灯，因为开关的位置是
按照单层床铺的高度设计的，女儿在上
层床铺探出身子也够不到开关。

类似的开关插座位置高低导致的遗
憾还有不少。比如，床头灯的开关设计
位置过低，而床头柜选择得又过高，开关
就会被床头柜部分遮挡；又比如，有的人
按照老式电视柜的高度设计了背景墙插
座的高度，但购买了目前流行的低矮电
视柜，造成插座位置高于电视柜，影响背
景墙的整体视觉效果，甚至会出现电视
柜的台面高度正好在插座面板中间位置
的情况，影响实际使用。

解决办法：开关插座的高度一定要
配合家具的尺寸，最好的办法是在装修
前先选择家具，并将家具的尺寸告诉设
计师。如果事先没有选好家具，那么在
装修后选择家具时一定要考虑开关插座
的位置。

缺陷之三：布线忘了超前点了
你会在厨房和卫生间排放闭路电视

信号盒吗？当然不会，周小姐装修的时
候也没有这样做，现在就很后悔。看到
液晶电视价格一路走低，她想把餐厅墙
上的20英寸液晶电视换成32英寸的，那
个小电视机怎么办呢？装在厨房里吧，
这样，做饭的时候就可以看电视了，有时
候还能一边看美食节目一边学着做菜，
但遗憾的是，厨房里没有排闭路电视线
路。把它装在卫生间的浴缸边，一边泡

澡一边看肥皂剧也不错吧？也很遗憾，
卫生间更不可能有闭路电视插座了，这
样的美事也只能想象一下而已。

家用电器的发展日新月异，由此要
求家庭装修的布线应适当超前，不然，要
享受新科技就不得不忍受墙面被新装的
管线破相。比如投影仪、卫星电视等现
在越来越流行，但多数家庭没有预留暗
线，只得走明线。

解决办法：随着铜价的上涨，电缆线
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多布线意味着多支
出，但考虑到重新布线成本更大，还不如
适当超前更合算。如果你对怎样布线合
适没有概念，那么不妨请一家专业的布
线公司来搞定。

缺陷之四：窗帘透光略多了点了
有的人倒下就能睡着，打雷也不醒，

但有的人却特别讲究睡眠的环境，声音
吵了不行，光线亮了也不行。如果你是
后一种人，装修时就一定要特别注意窗
户的问题。杨先生搬入的新家朝向偏
东，清晨阳光常常透过窗帘照亮整个卧
室，照醒习惯晚起的他。无奈之下，他到
窗帘市场定做了遮光窗帘，光线确实暗
了点，但阳光还是能透过窗帘杆的缝隙
照在天花板上，杨先生还是没办法像以
前一样舒舒服服睡懒觉。

解决办法有：很多人有过住星级酒
店的经历，这些酒店往往采用“老式”的
窗帘盒，配合遮盖整个窗户和墙面的遮
光布，基本能够遮挡所有的光线。但现
在的家庭装修中，大多采用更具有装饰
性的窗帘杆代替窗帘盒，窗帘杆与墙体
的缝隙就会成为透光的地方。因此，如
果你是对光敏感的人，还是老式一点，用
窗帘盒吧。另外，木质百叶窗的遮光效
果也很好，不过，价格高了点。

(知凡）

居室装潢，请别留小缺陷

伦敦高层大火，震惊世界。为了吸
取伦敦高层大火中的教训，日前，上海
市政府召开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动员部署会电视电话会议。上海作为拥
有全国1/10数量高层建筑的城市，将从
严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关键环节，其
中，外墙保温材料、消防疏散通道等多
个环节均包括在内。上海市委常委、市
政法委书记陈寅，副市长时光辉，市公
安局局长龚道安出席会议。

据统计，目前上海共有24米以上高
层建筑3.1万幢。其中，100米以上的超
高层建筑近 600 幢，数量、规模均居世
界首位。从高层建筑火灾事故情况看，
自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申城高层建
筑共发生火灾4293起，造成87人死亡，
106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2.89 亿元，
分别占同期火灾总数的 7.9%，15.2%，
18.2% 和 26.8% 。 尤 其 发 生 了 2007 年

“8.14”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建工地火
灾 、 2010 年 “4.13” 东 方 明 珠 火 灾 、

“11.15”静安胶州路教师公寓重特大火
灾事故，影响巨大，教训深刻。

据介绍，从消防高风险调研和日常
监管掌握情况来看，上海的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难点问题：一是部
分建筑消防安全存在“硬伤”。一些始建
年代较早的高层建筑，按照现行规范实
施消防改造困难，在《高层民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实施前，上海就已建成高
层建筑1200余幢。此外，据统计，上海
市 15 年以上房龄高层建筑占总量 46%。
二是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还有“软肋”。目
前全市有近 74%高层建筑未成立业委
会，一些高层建筑房屋使用属性不明，
分隔为小产权出售或层层转租，“居改
非”、办公改居住以及办公改商业等情况
较为普遍。三是火灾扑救困难。高层建

筑楼层高、功能复杂、竖向管线繁多，
发生火灾后极易产生“烟囱效应”，蔓延
迅速，疏散缓慢，扑救难度大，历来是
国际性消防难题。

时光辉表示，为了吸取伦敦高层大
火中的教训，申城要从严抓好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关键环节：一要从严管控外墙
保温材料。对采用易燃可燃外保温材料
的既有高层建筑，要结合改建、扩建工
程予以更换；未拆除前、要跟进严格的
管理措施，设立警示标志。

二要从严管理建筑消防设施。设施
缺乏的，要结合改建、扩建工程予以增
设；设施损坏的，要限期整改修复；对
疏散楼梯数量不足的，要采取增加室外
疏散楼梯等措施；对电缆井、管道井等
管井及电缆桥架封堵缺失或不严密的，
要严密封堵。三要从严治理消防疏散通
道。全面清理疏散楼梯、走道堆放杂物

以及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车等；确保
疏散楼梯间的防火门起到防火防烟功
能，确保疏散走道、楼梯间内的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完整好用。四要从严
查处消防违法行为。要用好用足法律手
段，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和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在供货、检
测、施工等环节弄虚作假、降低标准、
违规采用易燃可燃外保温材料或降低外
保温系统安全性能的，一律依法顶格处
理。对整改难度大、火灾风险高、存在
重大隐患的高层建筑，要挂牌督办。五
要从严落实物防技防措施。要大力推广
利用物联网技术，运用城市消防安全远
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消防系统水压、
预警等状态数据，纳入“智慧城市”管
理。要鼓励推广配置简易喷淋、独立式
火灾探测报警器等技防设施，着力提升
防范能级。 （记者 顾今）

上海将对采用易燃外保温材料的高层建筑予以“换装”

凭借在中国涂料市场强大的品牌影
响力以及出色的创新能力和卓越的产品
性能，佐敦涂料近期在“2017中国涂料
品牌盛会”暨中国涂料“华彩奖”影响
力品牌颁奖盛典上，再次获得三项殊
荣，这已经是佐敦连续4年获得“防腐
涂料影响力品牌”，连续2年获得“粉末
涂料影响力品牌”和“墙面漆影响力国
外品牌”桂冠。

中国涂料品牌盛会，历经11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业内最具行业成长价值和
市场影响力的活动。本次盛会以“驱动
原力，智融赋能”为主题，以全新的视
角探讨涂料与涂装行业的发展方向。在
中国涂料品牌盛会上进行的中国涂料

“华彩奖”影响力品牌颁奖盛典，旨在肯
定并褒奖为中国涂料产业做出贡献的品
牌企业。佐敦凭借创新性的产品技术、
高品质的服务在众多竞争品牌中脱颖而
出，再度揽获三项行业大奖，彰显其领

导地位。
作为全球知名的专业涂料品牌，佐

敦中国发展迅速。在过去20多年里，佐
敦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品质卓越、创
新、环保的涂料产品与服务以及一站式的
系统解决方案，佐敦业内领先的船舶涂
料、工业保护涂料、粉末涂料以及装饰漆，
广泛应用于中国的船舶、海洋工程、石油
化工、电力等设施以及工业建筑和家装行
业，并取得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再度荣登‘影响
力品牌’榜单，这充分印证了佐敦对于
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也标志着佐敦对
中国涂料行业贡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
定。”佐敦东亚副总裁Biren Arora先生
表示，“佐敦将继续创新研发，以优质、
环保的产品和完善、专业的技术服务，
为中国客户提供满足其所需的一站式涂
料解决方案，从而为中国涂料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溟捷）

佐 敦 获 得“ 华 彩 奖 ”三 项 殊 荣
分别摘得“粉末涂料影响力品牌”、“防腐涂料影响力品牌”和“墙面漆影响力国外品牌”大奖

鎏金七月，建材盛典，为期四天的2017广州建
博会于7月11日落下帷幕。在百花争奇斗艳的家居大
舞台上，欧铂尼木门首掀定制木门设计风独占鳌头，
捷报频传，成为展会万众瞩目的焦点。藉此，记者就
欧铂尼展馆设计理念以及最新品牌动向等话题与欧铂
尼营销副总经理曲锐进行了交谈。

人气爆棚，全场焦点，这就是这次展会上欧铂尼
展示自身新品牌的最好说明。曲锐告诉记者，继
2016年的82万人次后，本次广州建博会参展人数再
创新高，各大展区摩肩接踵!欧铂尼木门展馆更是大
排长龙，一度“水泄不通”!观众不仅惊叹科技感十
足的展馆设计，还深深被设计软件的惊艳效果所折
服，甚至有观众表示，本次展会就是直奔欧铂尼木门
而来!。

对于欧铂尼木门这次带来的设计理念，曲锐从四
个方面进行了诠释：

一是科技展厅，时尚前卫。欧铂尼木门展厅外
观，利用外立面的灰色基调与白色“L 型”门洞交
接，搭配各种光感字体图案，营造浓郁的科技感。

展馆内有时光隧道体验间与本次展会的科技主题
相呼应。黑与白的交织，形成视觉上空间之间的替
换，伴随着木门深与浅的交替出场，仿佛在穿梭时
空。

展馆设计理念还注入了浓郁的“爱家”品牌文
化。设计终要回归生活，展馆内部布局三大不同风格
的实景体验间，构筑“家”的生活空间，让消费者真
实感受到装修效果。

二是优秀作品，意大利原创设计。本次展会，意
大利设计师马克(Marco bortolin)为欧铂尼设计的原
创木门新品《菲拉格慕》荣获国内各权威机构联合颁
发的“中国木门原创设计奖”。

众所周知，意大利产品一直以其集美观与实用与
一体的特点而闻名于世界，而对于产品设计近乎苛求
的欧铂尼，多年来在践行这一理念中碰撞出美学火
花。

欧铂尼没有用竞品的低价及以健康，环保，高
端，时尚等宽泛的高大上概念营销策略，而是独辟蹊
径，选择了与意大利著名设计联盟合作，为木门行业
注入时尚、潮流的意大利元素。最终目的在于要将品
质卓越的欧铂尼整体木门定制产品推向巅峰，为消费
者带来不一样的国际体验。

三是设计软件，极致体验。借着本次行业盛会，
欧铂尼木门隆重推出行业首款设计。

这款3D设计神器功能强大，包含木门及其配套
产品和其它软硬装家居装修的设计方案。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师可在12分钟
内快速出具设计方案，即：1分钟户型绘制、10分钟方案设计，1分钟渲染出
图。近乎真实的 720·全景效果图，借助 VR 头显，让消费者感受到身临其

“家”的极致设计体验!。
在这之前，一些木门企业提供木门设计服务，但是绝大部分所谓“服务”

就是上门量门洞尺寸，确认好数据下单便完成服务。对于那些有护墙板、垭口
套等全屋定制需求的客户来说，他们无法感知实际的装修效果。而欧铂尼木门
的设计师不仅提供上门量尺等贴心服务，还会根据客户需求及量尺数据，绘制
户型图，针对客户喜好设计出优质的定制方案，并快速渲染出图，让消费者能
立即看到自己未来“家”。

四是应时再展，行业新领航。在行业全屋定制风汹涌之际，欧铂尼木门应
时再展，推出行业首款设计软件，让设计不仅产品上做到了完美，更上升到行
业塔尖高度，真正实现从“产品定制”到“空间定制”的转变!毋容置疑，未
来三年，欧铂尼木门将凭借出色的设计能力，以及欧派强大的家居定制能力，
成为木门行业新“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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