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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装修越“艳”越有毒？
“看起来鲜艳漂亮的餐具，如果工艺不过关，很容易造成

重金属超标。”近日，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消费者谨慎选用釉上彩装饰的陶瓷餐具。

业内人士表示，家装中的涂料、瓷砖等材料也如此，颜色
越鲜艳越有可能存在健康隐患。
釉色陶瓷餐具好看毒性大

近日，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发布消费警示，在选购及使用
陶瓷餐具时应注意不要选用釉上彩装饰的、特别是与食物相
接触面带有彩饰的陶瓷餐具，可选用釉下彩或釉中彩，看上
去光亮、平整，手感光滑的陶瓷餐具，其颜色不会与食物直接
接触，较安全。

“色彩鲜艳又有金边银边的陶瓷餐具看起来漂亮，实际
上这些金边银边并不是金银，而是重金属铅、铬、汞、镭等。”
质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金属含量超标是陶瓷餐具普遍存在
的问题，陶瓷餐具中的重金属主要来自于釉上的颜料。
瓷砖别买颜色太白或太红的

除了釉色陶瓷餐具，瓷砖、大理石等建材产品也有“辐射
说”。“质量合格、大品牌的瓷砖，辐射性都是可以放心的，消
费者不必因此恐慌。”一家瓷砖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瓷砖的
原材料来自石英粉、长石粉、锆石粉等矿土，这些原材料本身
就含有一定的放射性元素，材质不同，辐射量也不同。但总
体来说，由瓷砖带来的辐射可以忽略不计。

但他也提醒消费者，有些商家为增强瓷砖表面的光亮效
果，会添加一种名为氧化锆的增白剂，增白剂是瓷砖辐射的
主要来源。“除了越白的瓷砖，深色釉面砖放射性也比普通瓷
砖多，而在所有釉面砖中，将军红、杜鹃红等红色瓷砖放射性
相对其他颜色更高。”
彩色涂料看清成分和添加剂

涂料也是装修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如今很多家庭为让家居
环境不单调，都喜欢使用彩色涂料。但业内专家提醒，使用彩
色涂料时，要注意选购不含APEO，以及甲醛、VOC含量低的产
品。而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一批有色涂料仍然广泛使用含有大
量VOC、大量APEO化合物的着色剂，对人体，尤其是孕妇和小
孩，非常有害。此外，黄丹、红丹和铅白等含铅化合物也是油漆
涂料中最常用的一种添加剂，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业内曾做过一项测试，在各种颜色的油漆中，橙色油漆的含
铅量位居第一，其次分别为黄、绿、棕色等。

据《金陵晚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枊湾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存业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高庙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2014年1月10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积成：

本院已受理原告阿秀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在本院高庙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2014年1月10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长存：

本院已受理原告李金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在本院高庙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2014年1月10日

西宁市交通违法曝光台

遵守交通法规 争做文明市民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4年1月10日

注：本日共抓拍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随意变更车道等违法车辆629车次，对于上述20辆给予曝光。

车   号 车    型 违 法 行 为
青AG3166 小型汽车 黄玉军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T0618 小型汽车 青海瑞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李春笑 不按规定停车

青AL8308 小型汽车 鲁莲梅 变更车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青AN2907 小型汽车 董文鹏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M6708 小型汽车 青海省电力公司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S9903 小型汽车 李大林 不按规定停车

青AT2082 小型汽车 西宁市运输有限公司东方汽车出租行曾万云 不按规定停车

青AL7902 小型汽车 西宁人民广播电台 不按规定停车

青AH7713 小型汽车 车国义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BH006 小型汽车 青海瑞东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不按规定停车

青OA3089 小型汽车 冯玉园 不按规定停车

青AT4765 小型汽车 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出租租赁汽车有限公司万刚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Q7320 小型汽车 西宁金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R6466 小型汽车 西宁捷安达货运有限责任公司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A43920 小型汽车 赵龙 不按规定停车

青AW6797 小型汽车 颜文全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

青A57958 小型汽车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

青AP2759 小型汽车 郝仲侠 变更车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青AK7537 小型汽车 郭敏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青OA4912 小型汽车 叶旦才让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

车   辆   所  有  人 违 法 时 间 违 法 地 点
2013/10/15 同仁路/五四大街十字口南

2013/10/15 大众街沿线

2013/10/15 南绕城/湟中路十字口西

2013/10/15 八一路/德令哈路西

2013/10/15 同仁路/五四大街十字口南

2013/10/15 体育馆全线

2013/10/15 祁连路沿线

2013/10/15 黄河路沿线

2013/10/15 大厦十字路东

2013/10/15 兴海路沿线

2013/10/15 中华一巷沿线

2013/10/15 八一路/德令哈路西

2013/10/15 大厦十字路东

2013/10/15 大厦十字路东

2013/10/15 饮马街

2013/10/15 昆仑东路沿线路段

2013/10/15 昆仑东路沿线路段

2013/10/15 大厦十字路东

2013/10/15 南绕城/湟中路十字口西

2013/10/15 昆仑东路沿线路段

房屋装修也有保修期
许多商品都有保修期，可您知道

吗？从2013年9月1日起，我国首部《家
居行业经营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正式施行，房屋装修也有了保修期，
且房屋部位不同保修期也不同，装修合
同中必须标明保修期的时限。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规范》从
出台至今，很多业主并不了解，甚至没听
过相关条款。近日，消费者任女士因为
房屋保修期的事发了愁。

朋友到家聚会，发现吊顶裂了缝

不久前，消费者任女士邀请朋友到
家聚会。席间，朋友问任女士：“你家的
吊顶咋裂缝了，掉下来伤着人可咋办？
快修修吧！”

任女士说，2011 年 7 月 18 日，她和
一家装修公司签订合同，她交付 3.1 万
元，由装修公司派人对屋顶及墙壁包工
装修，当年10月初完工交付。没想到才
两年多，吊顶就裂缝了。

任女士当即跟装修公司联系，找到
当时的工程负责人崔某，对方承诺派维
修工来修理。维修工来后检查发现，任
女士看到的裂缝只是其中一处，除了餐
厅，客厅、书房、两个卧室甚至阳台吊顶，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

装修公司称保修期已过

维修工称，像任女士家这种情况，估
计要铲掉原有吊顶重新做，维修费用会
比较高。任女士这才意识到，想要维修
还得自己花钱。

“新房装好一年后我才住进来，住了

一年多，我们竟然没发现每天头顶着这
么大的危险。”任女士觉得装修公司要对
此事负责。且一旦维修，家中的家具还
要搬移，自己还要外出租房，这些费用都
要由装修公司来承担。

崔某却告知，任女士的房屋装修已
过保修期，小规模的维修可以免费，但全
部重做不可能免费。

国家曾出台《规范》，房屋装修也有

保修期

房屋装修也有保修期？记者走访了
解到，很多消费者对此并不知情。

但记者咨询了多家装修公司，客服
人员均表示，在签订合同前后都会告知
业主保修期限。

记者查阅相关规定后发现，2013 年
9 月 1 日，我国首部《家居行业经营服务
规范》实施。

《规范》显示，装修公司必须向顾客
明示地板、门窗、吊顶、瓷砖、水电系统、
墙壁、橱柜等的具体保修时间和保修范
围。装修基础工程至少保修两年，防水
工程至少保修5年。

相关链接

善用合同 维护权益

业主如果对装修保修知识有所了
解，在签订装修合同以及后期维权时，就
能够做到底气十足，不怕被坑。

如果家装工程出现质量问题，不少
业主都是自认倒霉，而没有想到找装修
公司来承担维修责任。这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业主对目前家装保修知识知之

甚少造成的。了解关于装修保修方面
的规定，将大大有利于维护业主自身权
益。

1.建设部关于装修保修的规定
建设部发布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管理办法》规定，住宅装修工程竣工后，
装修人应当按照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和相
应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
装修公司应当出具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质
量保修书，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算。而好的装修公司，其保修期限一般
会比规定的要长。

2.合同中保修条款不能缺
装修合同里的保修条款应该对具

体的保修项目时间进行细分,有的装修
公司的一些保修服务时间就比国家规
定的长，而这些都需要在合同里面体现
出来。

3.别忘索要工程保修单
在装修工程验收合格之后，业主应

该向装修公司索要工程保修单。保修单
上一般会标明装修工程的竣工日期、验
收日期、保修日期、保修记录以及一些具
体装修问题的责任认定等内容。

4.一定要妥善保留工程保修单
一般来说，房屋装修保修期限为

两年，且从房屋装修完毕交房之日算
起。因此在装修之前，消费者签订装
修合同时，必须与装修公司约定保修
条款，这样可根据合同约定，防止自己
利益受到损害，而在装修工程验收之
后，一定要妥善保留工程保修单，以便
事后维权。

据《洛阳晚报》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人民法院公告

卓玛吉布：

本院受理原告旦增尖措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2014年1月1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丽敏（身份证号632124199110231229）：

本院受理原告李雷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之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4年1月10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恒通房地产有限公司：

王燕飞、王爱国、祁崇实、郑爱芬诉你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

案，因根据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档案记载的你公司住所地无法

查找到公司工作人员，故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征求意见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且举证期满后的2014年4月14日上午9时，

在本院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4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