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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A12

安置房拿到手
发现厨房和卫生间

位置互换？

业主：
房子与户型图不符
存在使用缺陷
街道：
位置调换是因消防要求
户型图是印错了

狭窄的厨房，
户型图上是卫生间。

“选房的时候户型图中厨房和卫生间位置和设计都是正常合理的，我们很喜
欢，结果拿到房后发现，厨房和卫生间竟然对调了位置，造成使用功能缺陷，这让我
们怎么办？”日前，鄞州区下应街道君睿名苑小区的业主向本报反映，他们是拆迁安
置户，
根据户型图选定了房子后，
11 月初交房，
结果发现实际格局与户型图不符。

空间方正，窗户也更大的卫生间，窗外就是走廊，而户型图上
为厨房。

270 多套安置房，实际格局与户型图不符
日前，记者来到鄞州区下应街道君睿名苑小区，这个小区是江六村的安置房，
今年 11 月初，该村的安置房陆续交付，拿到钥匙的部分业主进门一看，发现房间实
际格局与户型图不一样，厨房和卫生间对调了。这给业主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记者和业主一起，来到 13 号 102 室陆先生的家中，他的房子是 58.5 平方米小
户型，一室一厅，
一卫一厨毛坯房。
“你看，外面的是卫生间，里面那个是厨房，这明显不合理嘛！”陆先生拿出户型
图给记者看，
“ 这跟户型图也不一样，造房子的把厨房和卫生间搞反了，按照户型
图，
靠房子出入门的是厨房，面积也大一点，而靠里面的小一点的是卫生间。
”
记者在陆先生的房子里看到，现在的卫生间在外面进门处，窗户很大，空间也
相对方正，看样子就是厨房的设计。但里面的管道都是按卫生间做的，有马桶的下
水管道，没有排烟通道和燃气管道。厨房则在里面的角落，明显狭长一些，窗户也
要小得多，看样子就像卫生间设计，但这里有排烟通道、燃气管道等，是厨房的设
计。
像这样实际格局与户型图不符的情况，
涉及该小区 4 幢高楼，
总共 270 多套。

厨房和卫生间对调，业主反映存在使用缺陷
在陆先生的房子，记者和业主当场用尺子量了一下，发现厨房为 3.5 平方米，而
卫生间大一些，为 4.08 平方米。
“使用上存在缺陷。按现在的厨房空间，如果装上橱柜，进去做饭炒菜都伸不
开手脚，非常难受，而如果做卫生间，大小正合适。”业主陆先生说，外面的那间卫生
间更适合做厨房，因为空间相对方正，如果做卫生间，马桶就会对着门，而且现在卫
生间有 1.2 平方米大的窗户，又靠近外面连廊，
私密性很差。
“根据户型图上面的设计，外面大的是厨房，里面小的是卫生间。我们也是因
为看到这样的户型设计才选择这套房子，没想到拿到钥匙进来一看是这个样子。”
陆先生对记者说，因为排烟、燃气等管道和配套都已经安装好了，所以后期装修很
难改过来。
在 13 号楼的 1604 室，记者看到该套房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因为业主急着
入住，所以已经在装修做水泥工了。
“没办法，只能将墙拆除，往卫生间这边移了一
点，让厨房能够变得大一些，但是因为燃气管道已固定，墙面移动后，管道包起来还
会浪费一些空间。”
业主无奈地对记者说。
记者来到江六村村委会办公楼，看到走廊上都挂满了大大的户型图，其中 55
平方米、65 平方米小户型的图纸和业主们拿到的户型图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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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城建办：
因消防审批要求而调整，因疏忽印错了户型图
记者来到下应街道城建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小区是 2013 年完成的
设计图纸，当时确实外面那间是厨房，里面那间是卫生间。但 2014 年上半年
申报审批的时候，消防部门发现不符合消防规定的标准，为了通过消防审批，
只好将厨房与卫生间对调。
那么为何到了今年 9 月选房的时候，给出的户型图还是最早的厨房和卫
生间设计？该负责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图版制作公司弄错了，用了审批前的
设计图纸。
下应街道城建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做好对业主们的解释和协调工作，
并联合设计、施工、建设、项目管理等相关单位开协调会，对户型图和实际不
符的问题作充分的解释。
记者 陈善君 文/摄

在地下车库剐蹭到防撞条
车主被要求赔偿 500 元

警察：赔 50 元就够了！
上周末，周小姐去东部新城银泰城购物，不小心蹭到了商场地下停车场的一
个防撞条。保安要求她赔偿 500 元，但是周小姐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虚高。双方争
执不下，
只好选择报警，
警方介入后，
双方达成协议，
周小姐只赔了 50 元。

一个防撞条要赔 500 元？
周小姐说，自己是上个月底去东部
新城银泰城购物的，在地下车库停车的
时候，剐蹭到了墙上的防撞条。当时防
撞条钉子脱落，整个防撞条也掉下来
了。
没过一会，商场保安出现了。当时
责任很明确，
周小姐是全责，
但是在接下
来的赔偿问题上出现了争端。保安提
出，
要么周小姐出 500 元钱赔偿损失，
要
么由周小姐自己来负责恢复原状。
周小姐选择了报警和通知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的勘察人员现场观察后
给 出 的 赔 偿 意 见 是 50 元 - 100 元 之
间。但是，东部新城银泰城的保安态度
很强硬，表示一定要按照 500 元的价格
来赔偿。现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只能等待第二天去交警部门处理。
周小姐随后将此事发布到了微博
上，她表示自己在网上搜索了该型号的
防撞条，每一米的单价在 20 元左右，加
上人工费用，
应该不会超过 100 元。

警方介入后，赔偿降到 50 元
第二天，双方在警察的调解下，达
成了一致意见，最终周小姐支付 50 元
给商场，
此事也告一段落。
很多网友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大多数网友认为经过警方介入之
后 ，赔 偿 价 格 从 500 元 下 降 到 了 50
元，既然商场方面能够接受，说明 50 元
是可以做好修复的，但是为何之前会狮
子大开口，要 500 元那么多？起码说明
管理上存在问题。这个钱到底会进谁
的口袋，
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此问题，记者也采访了东部新城

银泰城的物业管理机构——云创商管
服务公司。
“从管理流程上来说，我们确实存
在疏忽和问题。信息上报流程不规范，
导致在问题处理上出现了偏差。”该公
司的陈经理表示。
同时，陈经理也向记者表示，个别
一线保安确实存在态度生硬粗暴的问
题，处理具体问题上也没有及时上报，
给消费者造成了不好的体验。下一步，
他们将对问题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避
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记者 毛雷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