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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保修期还漏，仍由开发商担责

案例：刘先生购买了某房屋，收
房时发现次卧漏水。刘先生多次找
开发商报修，开发商曾进行维修，但
始终漏水。刘先生向法院起诉开发
商索赔 30 万元。庭审中，开发商
称，涉案房屋一直在出租，说明漏水
并不影响房屋的正常居住使用。涉
案房屋收房现已超过 5 年，即使出
现漏水问题，也已超过保修期。

分析：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中心
去现场勘验后发现，刘先生家中的漏
水是由房屋质量不达标造成的，尽管
已过了 5年保修期，开发商仍要担
责。法院认定开发商应按鉴定机构
出具的鉴定意见对涉案房屋漏水部
位进行修复。

装修致管道裂缝，楼下漏水楼上担责

案例：白先生发现家中厨房烟
道及周边顶板漏水。原来，楼上的
业主曾于 2012 年对房屋进行了装
修，在厨房夹道处安装了洗脸池、洗
衣机，穿透烟道处安装了洗衣机上
下水管道。物业人员排查后认为楼
上地面防水有问题。楼上业主随后
将家中的洗手池和洗衣机的原排水
管截断，并对洗手池位置的地面重
新做了防水。然而，一段时间后，白
先生家又漏水。白先生要求楼上继
续修复并赔偿装修损失，但楼上业
主称已前后修了三次，漏水与自家
无关。

分析：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中心
现场勘验后发现，洗衣机和洗手池

共用的暗敷排水横管存在裂缝，导
致渗漏到楼下。此系楼上业主在对
房屋进行装修时破坏了原防水层又
未做好二次防水导致，装修人应负
责修复和赔偿。法院判定白先生家
的漏水应由楼上业主担责。

未清理雨水口杂物，物业对漏水担责

案例：高女士居住的小区某号
楼系错层结构，该楼共 17 层，高女
士居住在15层，16、17层的雨水经
她家房顶下泻。2016年8月14日，
天气下雨，屋面雨水口被杂物堵塞，
雨水经楼顶设备层灌入高女士家房
屋内，导致屋内的装修被破坏，家具
被浸泡变形，电器损坏。高女士当
时给物业公司打电话，无人到场解
决问题。高女士先行处理后，将物
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物业公
司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

物业公司辩称，高女士居住的
房顶出现老化，屋顶漏水的修复费应
从公共维修基金中支付。高女士房
屋被浸泡一周后才告知物业公司，且
没有证据证明其房屋被浸泡是由于
物业公司疏于管理所致。物业公司
同时要求对高女士房屋顶层的屋面
排水是否能满足使用要求进行鉴定。

分析：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中心
去现场勘验后发现，房屋雨水管基
本满足使用要求。高女士家房屋的
这次漏水，更多是由于物业公司未
能及时清理屋面雨水口，且出现问
题后未能及时解决而造成，物业公
司应赔偿高女士房屋因此次漏水造
成的经济损失。

北京市工商局6月6日公
布市场抽检发现的8批不合格
凉席名录，其中有 7 批不合格
原因都与“甲醛”有关。

北京市工商局提醒消费
者：1.选购凉席一是观察凉席
编织材料是否颜色一致、粗细
均匀，席面编织是否紧密均
匀。2.席面是否光滑平整，竹
席不要有断丝、断线、缺丝、透
胶的现象，草席不要有发霉、虫
蛀和其他污迹现象。3.部分劣
质凉席染色部位，消费者可以

用湿巾等擦拭，看是否掉色。
4.凉席买回来之后可以闻气
味，如味道刺鼻，可能含有有害
物质。多洗多晒，可最大限度
减少甲醛危害。

进入夏季，随着气温的
升高，不少家庭已早早地铺
上了凉席。不过，中国中医
研究院研究员尹志超建议虚
寒体质者夏天不用凉席，尤
其 是 竹 片 或 亚 麻 材 质 的 凉
席。而正常体质的人如果受
寒着凉了，也不宜睡凉席。

患有颈椎病、关节炎、肩周炎
的患者，也不宜睡凉席，更不
宜在空调房里睡凉席。开窗
睡觉的家庭，不建议晚上用
凉席，尤其是老年人，建议在
入伏后再用。老年人不妨在
凉席上面铺层薄垫或床布，
不光吸汗防划，还可削减凉
性。皮肤易过敏的人选凉席
时最好不要选草席，因为用
绳、苇、草编成的凉席容易使
人过敏，而竹片、藤编或牛皮
的材质则相对好一些。

新买的凉席宜多洗多晒

5月30日凌晨两点多，河
南省郑州市西环路某小区居民
楼28楼的住宅着火，独自在家
的一对母女获救。有救援人员
表示，母女俩能获救，一些关键
细节帮了大忙，或许能给其他
人一些启发。

知道自己身处火灾后，女
子第一时间给老公打电话，而
其老公在第一时间接听了电
话。随后，女子的老公向19楼
的朋友求助，让朋友及时到现
场告知救援人员屋内人员情
况，这相当关键。且该女子有
一定的自救常识，当时她将花
瓶中的水倒在床单、毛巾上，捂
住女儿和自己的口鼻等待救

援，比较理智。因为火灾发生
时，对人危害最大的是有毒浓
烟，可以在几秒内让人窒息。
老人、妇女的火灾逃生自救能
力相对较差，提醒大家平时可
以在床头准备毛巾、口哨（被困
时很难张嘴大声呼救）、手电、
一瓶水，一旦发生火灾立即用
水打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

夏季火灾高发，预防极为
重要。为消除家庭火灾隐患，
建议注意下面几点：1.经常检
查家中的电气线路是否有破
损，电线是否裸露、发烫，及家
中电器是否属超负荷使用等，
如发现电线老化严重应及时更
换。2.正确使用家用电器，选

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
前关闭电源。电器的电源插头
在不用时要及时拔掉（包括手
机充电器）。3.使用液化气、煤
气、天然气时，确保开窗通风，
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
开关。4.检查家用电器的位置
摆放是否合适。各种家电停止
使用时，应及时切断电源，老旧
家电应及时更换。5.检查家中
楼梯口、阳台是否堆放杂物，不
要将泡沫、木料等易燃物随意
堆积，最好不装栅栏式封闭阳
台和防盗窗（将防盗窗逃生门
的 钥 匙 放 在 靠 窗 的 固 定 位
置）。（摘编自《楚天都市报》《大
河报》）

火灾高发，床头备4个救命法宝

房屋漏水，业主追责有指南

每年一到汛期，不少
小区就会发生房屋漏水，
而对于漏水究竟是谁的
责任，开发商、物业和业
主之间常常会出现“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扯皮现象。房屋漏水，究
竟是谁的责任？北京市
建筑工程研究院工程质
量司法鉴定中心提供了
几个司法鉴定的案例，提
示业主房子漏水时一定
要看原因在哪方。（摘编
自《北京晚报》《兰州晨
报》）

温馨提示

不同情况，漏水责任主体不同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工程质量司法
鉴定中心主任左勇志说，房屋漏水多集中出
现在顶层屋面、卫生间、墙面和地下室四处。

左勇志建议：①对因开发商建造的房
屋质量不达标造成的漏水，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
渗漏，质保期为5年。如开发商不履行维
修义务，业主可找第三人维修，费用和财产
损失由开发商承担。若因开发商的原因
致渗漏问题没解决，过了保修期，开发商仍
要担责。②对装修公司装修时破坏了原防
水层又未做好二次防水等，装修人应当负
责修复和赔偿；属装饰装修企业责任的，业
主可向该企业追偿。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为2
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间和外墙面的
防渗漏为5年。③对因物业疏于管理造成
的渗漏，如积雪未及时清除、屋顶的水箱管
理不善、屋顶设广告牌等，物业公司也要承
担失察或维修不及时的责任。④业主自
身使用不当或随意改造房屋结构等造成
的渗漏，漏水责任自己承担。

漏水后，受损方第一时间取证

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志坤说，
发现漏水后，首先应保护现场，进行拍照、
录像录音等证据收集。可先找小区物业
或社区，让他们给出意见，或让他们去找邻
居协商修补。如果协商修补不成，则可采
取以下方式，如请有关人员现场公证。对
损失的赔偿范围，建议请有评估资质的企
业，如价格认证中心等，到现场评估。有关
手续完备后，再向法院起诉为妥。

爬树摘果摔伤频发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建

德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采
摘李子时不慎坠落导致重
度脑挫裂伤的病人。55 岁
的余先生上山采摘李子，爬
到 2米高时一脚没踩稳，头
着地磕在了石头上。接诊的
胡医生介绍，余先生送来时，
陷入了深度昏迷，手术后被
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这
种坠落伤，我们每年都要接
诊好几个。”胡医生说，正是
水果采摘季，一定要注意安
全。不要在无保护设备的情
况下自行爬树采摘，尤其是
中老年人群和儿童，如果已
经上树，要判断要踩的枝丫
能否承受自身重量。（摘编
自《都市快报》）

■萌宠照护

别让狗做“垃圾工”
“每次出门遛狗，它总

是喜欢翻垃圾桶，还会把垃
圾捡给我。”李女士说。

狗翻垃圾桶找食物是
本能，狗是杂食动物，且鲜、
腐皆食，找到香味来源后就
会翻找食物。有时狗把垃圾
捡给主人，可能是想与主人
分享。对这种与生俱来的习
惯，只能通过教育来改变。

作为主人应密切观察
狗的行为，一旦发现狗靠近
垃圾筒就大声呵斥它，让它
主动离开。如果简单的警告
不起作用，当狗再靠近垃圾
桶或咬垃圾时，轻敲它的头
部，同时还要大声呵斥，让它
知道这么做会受到惩罚。

如果舍不得打它，或是
管教无效，可以在垃圾筒的
边缘喷点味道刺鼻的空气
清新剂、香水、风油精或清
凉油等。但千万别喷有毒
的杀虫剂或消毒剂，那样会
伤到狗。

独自在家的狗翻找垃
圾筒里的东西，可能是出于
无聊，想做一些在主人监视
下不能做的事。有的狗不
仅喜欢翻垃圾桶，还喜欢啃
废纸巾、塑料袋，甚至吃土、
舔墙皮、啃草，这是狗缺少
微量元素的表现。（摘编自

《中国家庭报》）

萝卜刮鱼鳞不乱飞
在家收拾鱼时，刀刮鱼

鳞乱溅的场面令人头疼不
已。白萝卜除了可以熬制鲫
鱼汤，还能代替菜刀刮鱼
鳞。步骤：1.萝卜的首尾各
切掉 3-4 厘米；2.将切掉的
萝卜头或末端，切面贴着鱼
身，往逆鳞方向推，就能将鱼
鳞推起来去掉了。就算在超
市或者菜市场上鱼贩帮你把
鱼宰杀好了，也会在鱼头鱼
腹上有残留的鳞片，回家之
后，用上述方法再加工一下
就好了。（文/黑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