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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家装故事，品百味人生

装修前，要多听多看多学
□记者 楚天舒 文图

3 月家装季，各大家装公司声势浩大的促销活动次第展开，还有每月总有那么几场的团购会、
家居展，让憋了一个冬天的人们，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拿着户型图，游走在各种活动中间。且
慢！在您启动家装工程之前，请先看看这些家装故事，相信能悟出些道理。

故事

1

找的家装公司，却最终成了设计师的私单

某老牌本土家装企业的一位设计
师被离职，且还闹出了老大的动静，为
什么呢？原来，家装公司老板在一个饭
局上认识了一位领导，领导表示，家里
正要装修，希望老板安排一位设计师对
接，
于是，
老板将任务交给了设计主管。

几个月后，又是一场饭局，老板又
碰到了领导。没想到的是，老板被领导
痛骂一顿，因为装修工程被搞得一塌糊
涂！更没想到的是，几个月没跟踪，老
板回公司一查，居然没有这个单子！被
公司的设计师做成私单了！

解析：这样的例子很多，客户虽然进了家装公司的门，但后期和客户接触
最多的却是设计师和工长，彼此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客户很容易被“不走
公司可以省去管理费等费用”
打动，
从而私下和设计师或工长达成交易。
但没有了公司管理制度制约的家装工程，非常容易出问题。且出了问题，
只能双方协商，缺了公司的保障。看似省了些钱，最终并不见得真省钱。

故事

2

便宜有“好货”？实则家装隐患重重

一位律师，购买的 130 平方米的新
房交了钥匙要装修，一味地追求便宜，
他选择了北京某知名品牌的家装公司，
经过多次沟通还价，最终设计师给出的
基础装修报价仅 2 万多元，感觉确实是
相当实惠了，毕竟是知名企业。但是，
在装修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增项，让
他不得不又给付工长近两万元，最终相
当于花费 4 万多元。
这还不是最终结果，结果是，家装

工程问题重重，最可怕的是，瓷砖铺设
非常粗糙，缝隙大，还有空鼓！凭借自
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强大的沟通能力，
装饰公司答应退还所有费用，并给予适
当补偿。但这是客户想要的结果吗？
客户希望，家装公司对工程所有的问题
进行整改，并最终达到客户满意的标
准。但该要求家装公司无论如何不答
应！装修一年，该律师迄今不能入住！

解析：作为高知人群，律师的身份，让人可以想象得到整个过程的严谨。
但是，他最终却也没有逃脱家装的各种“陷阱”。家装行业信息的超级不对称，
让家装处处埋伏着不确定性。需要提醒的是，价格过低的交易尤其需要提防，
毕竟，
不挣钱的活是没人干的。
好在该律师选择的是一家知名装饰公司，出了问题，
还有个处理的结果。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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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听多看，自己解决家装设计方案

某房产公司工程经理，负责公司工
程项目十多年，颇有些专业经验，公司
内部团购的别墅大宅还没有交房，他就
开始找各大家装公司的设计师谈方案、
聊设计。因为是别墅大宅，加上他房产
公司内部人员的身份，设计师们也都拿

出看家本领，希望拿下这个大单。但
是，等到交房拿到钥匙，他却没有用设
计师。毕竟，由于面积大，设计费动辄
就是数万元呀。他表示，经过与多个设
计师沟通学习，加上自己多年的专业经
验，
家里的设计方案他已经了然于胸。

解析：
这是很多消费者都容易走入的一个误区，
不愿付设计费。有些家装公
司也为了迎合客户，
减或者免设计费，
让设计师的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
但上门量
房，
和客户沟通，
做方案，
做预算等多个环节，
一个设计师想服务好一个客户，
往往
最少需要一周时间。正是消费者对设计付费的无视，
也造成了设计师不把设计费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而是靠免费设计接单，
收工程和材料的扣点赚钱。而这个费
用往往大于设计费。
在业余与专业的较量中，
吃亏的最终一定是消费者。

故事

4

直接找个工长，没想到比家装公司还贵

某 单 位 领 导 家 要 装 修 ，作 为 养 老
房，他找了行业知名的设计师。一位同
事表示，听说有一个工长常年游走在单
位内部，活多得需要排队，特别是前面
几位领导，多套房子都是找他装修，相
信质量应该没有问题。
赶着工长的工期，领导家的工程持
续了半年多，
依然没有完工。中间工长不
定时地要求结算工费，
领导都如数给付，
毕竟，
不能亏欠工人的钱。也曾想过要有

一个大概的预算，
但工长表示，
他给其他
人装修，
都是做着给着，
放心吧。但最终
结算时，
工长直接报出一口价。与邻居比
较发现，
同样的户型和风格，
别人家比他
低了三四万元！在领导的一再坚持下，
工
长列出的单子非常简单，
工多少、工时多
少、
料多少、
管理费多少，
列出的数字专业
人一看明显违背常理。领导表示：
工长收
管理费，
我是第一次听说。事已至此，
我
只想明明白白消费！

解析：
很多人都以为，
直接找个
“靠谱”
的工长，
岂不是省去了家装公司收取
的管理费。特别是那些熟人介绍的工长，
经过了实践检验，
应该没有问题。但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和设计师一样，
没有了制度约束的工长，
很难靠得住。报
价、
用材、
工艺，
这些决定着家装质量的项目，
消费者根本不了解，
更没有与工长
较量专业度和时间的资本，
出了问题，
只能自己承担。

佳和家居家具迎春献礼 3·15
春季来临，3·15 也至，佳和家居特
推出“家具迎春，特惠 3·15”活动，领红
包、返券、送家电、抽大奖等重磅活动以
回馈消费者的支持。
一、网上报名领家具红包（3 月 3 日
~3 月 10 日）
关注（hnjiahejiaju）公众微信号，报
名填写信息，提交成功，即可领取 50 元
提货券一张，限额 500 名，先报先得，想
买家具的朋友现在就能报名，动动手可
以省一笔费用。
二、定金增值存 3000 元返 200 元提
货券（3 月 3 日~3 月 16 日）
存 3000 元返 200 元提货券，佳和家
居真金白银的补贴，再次将实惠做到实
处 ，活 动 期 间 至 一 楼 客 户 中 心 存 定 金
3000 元即可返 200 元提货券，由佳和家
居全额补贴费用。
三 、买 家 具 领 家 电（3 月 10 日 ~18
日）

重磅活动，您只需购物满 3000 元以
上，就可领取家电一台，购物金额越大，
家电礼品越高，电饭煲、电烤箱、微波炉、
电冰箱、洗衣机、50 英寸液晶电视等，统
统不限量赠送。
四、
买家具抽大奖（3 月 18 日
18：
00）
抽大奖活动，购物满 2000 元可获抽
奖券一张，满 4000 元可获 2 张，以此类
推，凭抽奖券可参与 3 月 18 日 18：00 抽
奖活动，液晶电视、现金、平板电脑等大
奖等着您来抽！
五、
家具特惠感恩 3·15
佳和家居迎来了 21 周年，在新春之
际，恰逢 3·15，佳和家居联合各品牌专
卖店特推出数千款商品，板式、实木、中
式、欧式、古典等各种风格款式的家具，
同时还能定制，满足您各方面的家居需
求，
赶快行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