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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水偏少影响， 全省各地旱情持续发

展。27日， 记者从省防办了解到， 全省14个市

（州）69个县（市、 区）703万亩农田受旱，39万

人、26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253条溪河断

流，210座水库干涸，目前，全省已启动抗旱四

级应急响应。

此外，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造

成不利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展蔓延。其中黄

脊竹蝗等竹类害虫以及云斑天牛、桑天牛发生

面积较上半年有所增加。预计黄脊竹蝗等竹类

害虫主要发生在长沙、益阳、岳阳、邵阳、常德、

衡阳等地。 云斑天牛、 桑天牛主要在益阳、常

德、岳阳发生。

本报7月27日讯 连日高温，路边

的花草树木被烤得直“喊渴”，园林部

门洒水车全面出动，为草木“洗淋浴”。

记者根据长沙六区园林部门提供的数

据统计，全市约1300万平方米的绿地

维护面积，每天需喝水9400吨。

浇水频率是平日的4倍

上午10点，被烈日灼烤后的大地

散发出阵阵热浪。开福区车站北路，一

辆洒水车缓缓行驶， 洒水工李师傅站

在车尾用喷管为绿化带洒水。

记者登上洒水车， 一股热浪扑面

而来，李师傅的衣服早被汗水浸湿了。

李师傅说， 他负责对四方坪周边绿化

带的花木浇水， 进入高温天气以来，他

和同事每天两班倒不间断地为花木浇

水。“浇水也得注意诀窍，像用小水喷洒，

分几次浇水才能渗透，特别是杜鹃树的

苗子最容易干，得来回浇五六遍。”

开福区园林管理中心维护科谭科

长介绍，这段时间，每天要安排13台

可以装10吨水的洒水车至少跑15趟，

由于一些地方洒水车去不了， 便专门

安排了园林工人每天拿着水管浇灌。

“每台洒水车两班倒， 这么热的天，开

福区的花草每天至少喝水2000吨，是

平日的四倍。”

全市洒水车“总动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有的绿化带

有自动洒水管， 却仍需人工或洒水车

浇水？ 天心区园林局局长郭宏举了一

个例子：芙蓉南路有29公里长，原本

沿线绿化带的自动洒水管可以满足树

木的需水量。“但由于有些单位在施工

建设中挖断了水管， 或者自来水公司

对水网改造，没有了水源，所以得从老

城区取水，给新城区的树木浇水。”

针对连日的持续高温，长沙各区园

林部门的洒水车全面出动，人机配合为

树木“淋浴”。“有些树木刚浇完水就

‘渴’了，所以全市园林工人几乎全天候

不间断地为树木浇水。” 长沙市城管局

园林绿化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情况

跟气温有关，其次有的绿地当初建设时

储水标准太低。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任立 实习生 欧阳文敏

7县市气温超40℃！未来一周湘南有雨，全省其他地区仍多晴热天

39万人喊渴，多地竹蝗高发

本报7月27日讯 8月1日前省内无大范围降

水过程，晴热高温天气近期还没有“退烧”的可

能， 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35℃以上的高温天气。

今天上午， 省气象台再发高温橙色预警，12小时

内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7℃以上高温。

昨天全省有24个县（市）日最高气温超过

39℃，常德、石门、新晃等7县（市）日最高气温

超过40℃； 日最高气温最大值出现在石门

（40.9℃）。

今天省内云系增多， 湘北部分地区有雷雨

发生，并伴有局地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张家界武陵源区

境内3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 并伴有雷电、

大风。岳阳市境内6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

省气象台说，明后两天，湘南部分地区午

后有阵性降水发生；7月30日-8月1日， 湘南局

部有降水发生， 其他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

主；8月2日-5日，省内有一次降水过程发生，高

温将有所缓解。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周京晶 通讯员 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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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六区树木每天喝水9400吨

全省210座水库干涸

7月27日，长

沙市四方坪，开

福区园林管理中

心的工作人员正

在浇水， 让植物

们咕噜咕噜喝个

饱。

记者 龚磊 摄

旱情

警惕家装公司材料展厅为二道贩子

莫为高额回扣埋单

[提要] 面对家装公司材料展厅越开越

大， 面对家装公司材料展厅愈演愈烈的回

扣风，消费者虽有耳闻却又苦无良策，只有

在不良商家与家装公司的相互勾结中被动

挨宰的份。据市场调查，家装公司材料展示

厅都是典型的二道贩子， 他们没有总代理

权也没有仓库，都是通过“提篮子”从材料

商有些甚至是从不法商贩中采购的伪劣产

品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后再转售给消费

者，从而牟取暴利。 据了解，这些展厅中的

材料回扣比例高者达 60%， 普遍的潜规则

是 40%左右。 据称，家装过程中，在装饰公

司材料展厅选购材料从装修公司、设计师，

到项目经理、装饰工等，每一个环节，消费

者的装修款都会被“雁过拔毛”。 如果在装

修的过程中， 有哪个业主的成本中没有被

装饰公司拿到回扣，那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现象】在一个家装公司的材料展厅一

套整体橱柜可获“返点”5000 元，一个楼梯

也可吃回扣万余元， 装修一套别墅回扣可

买一辆私家车。随着家装旺季的到来，家装

市场也跟着日渐红火起来， 但是随着家装

公司展厅的设立， 家装公司和装修设计师

拿回扣却成了规范家装市场的拦路虎。

昨天， 一装饰装修设计公司的设计师

向记者透露， 目前很多的家装公司都在极

力扩张材料展厅的设立， 利用设计师设计

方案的同时给雇主买自己公司展厅材料的

机会吃回扣， 而且数额已经接近“天文数

字”，“一套装修费 10 万元左右的房子，在

家装公司展厅购买材料回扣可以吃到 2 万

元左右”。

据调查了解， 面对家装渠道中家装公

司展厅愈演愈烈的回扣风， 消费者虽有耳

闻却又苦无良策， 只有在不良商家与家装

公司的相互勾结中被动挨宰的份。 据市场

调查，回扣比例高者达 60%，行业普遍的潜

规则是 40%左右。 试想一下，消费者要买到

一片 200 元左右瓷砖， 家装公司暗中截流

的回扣就达 80 元左右， 甚至超过 100 元，

远远超过商家或厂家卖出一片瓷砖的利润。

【根源：高额回扣，买空卖空】时至今

日， 在家装市场中家装展厅表面规模庞大

的假象下， 仍有不少消费者蒙在其中。 但

是，细心的消费者就会思考，家装设计公司

凭空租赁动辄上千甚至数千平方米的材料

展示厅，又没有自己的工厂和产品生产线，

他们肆意扩张的资本从哪里来？ 他们的利

润从哪里来？ 当然只能依靠利用自己设计

之便， 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做二道贩子谋

取中间差价来牟取暴利， 然后像高利贷一

样，实现利滚利。而无论是正规的商家还是

厂家， 提起家装公司这只贪得无厌的“硕

鼠”却是有口难言，既痛恨而又无奈。 因为

他们明白， 正是由于他们不健康的市场竞

争，助长了家装公司拿回扣黑手，并最终形

成了行业潜规则。 那些家装公司和设计师

一旦上瘾，明白了其中的黑幕，就同吸毒一

样，无法克制。试想一下，面对丰厚的回扣，

一套家居装修下来， 仅购买瓷砖就可得到

数千上万的好处， 而辛辛苦苦出一张设计

图纸又能得到多少回报呢？因此，家装公司

乃至设计师不惜抛弃职业道德， 在商家与

厂家的合谋下，铤而走险，为了大肆攫取着

巨额回报， 放下了正当的设计不做转开始

设立材料展示厅。

同时， 家装公司材料展示厅肆意设立

的另一根源在于， 目前设计师的主要工资

组成就是底薪 +提成，“签单少的话， 也就

几百元的底薪。 ”但是，据了解每月完成 10

万元签单任务的，底薪在 2000 元，还外加

4%的提成。 如果这样算，完成 10 万元签单

任务的设计师每月可以收入 6000元。 据记

者了解，10 万元签单任务一般应该是两个

客户， 在家装高峰期来说， 这是不难完成

的。 据了解， 业主成了一些设计师手中的

“绵羊”任其宰割。 一旦业主不遵从设计师

的选择，设计师便以达不到效果，出事了不

负责任等等借口加以威胁， 使得业主不得

不按设计师的要求来采购装修。

【业界披露】产品低劣、假冒伪劣是牟

取暴利的另一主要手段。

家装行业有业内人士透露， 价格欺诈

是一个方面，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装修公司

为了节省成本谋求利润， 会混用伪劣建材

产品， 就算有几个看上去可能是品牌的产

品往往是即将被淘汰的型号或尾货， 但消

费者并不知情。

据一位姓王的门业老板介绍， 装饰公

司家装材料展厅内有低劣产品和淘汰产品

还算幸运的，更多的是假冒伪劣。据他所知

木制品如木地板、门甚至橱柜、家具大多都

是假冒伪劣， 这些装饰公司与本地的一些

没有任何生产资质和经营资质的地下加工

厂合作，他们生产出来的门、木地板、橱柜、

家具没有经过任何职能部门的检验就直接

给装饰公司上样品， 装饰公司则名正言顺

的就给这些黑作坊产品贴上他们装饰公司

的标签，于是见不得光的“三无”产品摇身

一变就成了某些装饰公司的商标产品，而

且价格不菲。

同时， 一位从事装饰行业多年的黎先

生透露， 一些设计师惯用的手段就是盗用

一些诚信度高的市场或品牌的信用度，将

他们家装材料展示厅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

甚至是低劣假冒伪劣的产品， 吹捧为诚信

度高的市场， 如万家丽等市场的经营或推

荐品牌， 以消除消费者的疑虑骗取他们的

信任。 消费者不要轻易上当受骗。

【提醒】家装公司材料展厅越大或设计

师活跃的家装公司，潜规则就越多，吃回扣

的水就越深； 而在装饰公司材料展厅中越

是设计师或者家装公司相关的工作人员极

力推荐的品牌或产品，就回扣就越高，假冒

伪劣也就增多。从本质上讲，某些家装公司

的材料展示厅就是一个二道贩子， 他们没

有仓库、没有生产厂，没有代理经营权，而

是从材料商手上购进材料经过设计师一包

装再高价转让给消费者，从中赚取回扣，完

全是买空卖空， 这也是家装公司不做设计

转而作材料的根本原因。 故建议消费者购

买家装材料一定要到正规经营、管理完善、

有着多年诚信记录的卖场进行选购， 以免

上当受骗。 ■周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