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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置业、华润置地
“大忽悠”房企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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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公寓，每间房还有
独立卫生间，结果买来才发
现是办公用房。”近日，济南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出《关
于山东中弘置业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 (济南 )有限公司虚
假宣传行为处理意见的通
报》，这俩房企因存在虚假宣
传行为受到处理。

通报称，山东中弘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的济南中弘广场
17号地块B、C栋高层商务办公
楼，位于经十东路北侧中央商
务区内，规划用途为办公，规
划设计每层配建一处公共卫
生间。目前项目主体已封顶，
网签销售16套。经查，自2016年
5月以来，该公司销售人员在
售楼处公开发布虚假宣传信
息，将规划用途为办公性质的
用房按“公寓”进行包装，并承
诺每间用房均设置独立卫生
间，公开对社会推广销售，诱
导广大消费者购买。

华润置地(济南)有限公司
开发的济南华润万象城北地
块高层商务公寓，位于经十东
路北侧中央商务区内，规划用
途为商务公寓，目前尚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经查，自
2017年9月起，该公司利用短信
平台、电台、网络媒体等形式
对商务公寓以“类住宅”户型
进行宣传推广，打着不限购的
旗号，夸大房屋的居住功能，
误导消费者。

通报指出，这两个房企的
行为违反了《山东省商品房销
售条例》有关规定，严重扰乱
了济南市房地产市场秩序，在
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济南市建设部门责令山
东中弘置业有限公司限期整
改，整改期间暂停项目销售、
停止网签，不良行为记入企业
信用档案。后期项目应严格按
照施工图建设，如发现存在擅
自对房屋上下水等设施设备
进行改造的行为，将依法严肃
查处。责令华润置地(济南)有
限公司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停
止项目宣传推广行为，不良行
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记者 史大玮

隔记者 史大玮

地面车位紧张，刷一下卡就
能把车停到15层高的停车库内，
取车也就用90秒时间。在西海岸
新区青岛德盛利立体停车设备
有限公司内，一座15层“塔式”停
车库将立体停车的便利展现得
淋漓尽致。据悉，该公司研发生
产的这种垂直升降智能立体停
车库已经在陕西等地投放市场。

“停车的时候，只需要把车
开进一层车库，刷卡后电梯就会
利用提升设备把车停到立体停
车库任意一层的空位上”，青岛
德盛利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王焕宇告诉记者。

在车辆进入停车库以后，整
个停车过程都是由电脑控制，智
能停车系统会通过四周的远红
外摄像头，根据车辆长短高低选
择适合车辆的车位。在汽车上升
和下降过程中，车库配备的防坠
落自锁装置、钢丝绳防护、升降
电机保护等多种安全自动检测
系统，将保障车辆安全。

取车同样方便，在停车库门
口刷卡，等待约90秒时间，电脑控
制系统会将车送至电梯后运送到
一层门口。值得一提的是，停车时
本来朝里的车头，会被智能化地
调整到车头朝外，方便司机上车。
车辆停取实时监控系统，可以让
车主看到停取车的全过程。

这一实现垂直升降的智能
化立体停车库，占地面积不到50
平方米，已经在陕西等地投入使
用。50平米面积按照地面停车方
式，可停车3辆，但这个15层的立
体停车库共可停放30辆汽车，每
层停放2量，停车数量相当于传
统停车场的10倍。

据了解，除了垂直升降式智
能立体停车库，该公司还可以生
产升降横移、简易升降、平面移
动、垂直循环等多种类型的立体
停车设备，是山东省唯一一家拥
有5类主流资质类型的企业，升
降横移停车库已经在青岛本地
投放。从2008年成立以来，青岛
德盛利立体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与山东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等多所高校建立了长期产学
研合作，并建设了青岛市智能立
体停车设备工程研究中心，目前
已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8项，
外观设计专利8项，其中升降横
移类智能停车设备获得国家重
点新产品认证，产品技术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王焕宇告诉记者，公司还和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建设了“充电式立体
车库”，当电动汽车停放在立体
车库内时，通过安装在立体车库
上的充电桩可以给电动汽车及
时充电，成本比单独建设充电桩
要低一半左右。

青岛惊现15层楼高车库 刷卡取车还能自动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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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到来
红木家具该怎么保养?

冬季气候比较干燥，尤其
是北方地区，入冬供暖之后，室
内温度提高让红木家具中的水
分加速蒸发，若保养不好，会造
成家具干裂，影响红木家具整
体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一、在摆放红木家具时，要
注意让家具远离暖气等热源，
最少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二、
北方冬天的气候原本湿度就比
较低，加之普遍使用暖气，室内
较为干燥。三、红木家具的摆放
要注意平和正，家具整体要与
地面保持垂直，否则易引起家
具整体和门等部位的变形，最
终造成缝口开缝，有损家具的
寿命。四、不要用湿布去擦红木
家具的灰尘，首先应用鸡毛掸
将家具浮面灰尘轻轻拂去，再
用纯棉干布擦，以免颗粒灰尘
伤害家具表层。记者 史大玮

环境保护是个世界性问题，由于环境
污染日益突出，汽车领域的节能减排越来越受到重

视。自动启停功能可以在车辆等红灯或临时停车暂时熄火，减少
怠速所产生的尾气排放，还能为车主省下不少油费。

但就是这样的科技由于消费者不够了解，对其产生了不少的误区。据记者调查，绝大多
数车主在上车时会首先关闭启停功能，有着 16 年驾龄的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启停功能上
车必须得关，在济南路上堵车严重，跑不起来，走走停停，这时
候自动启停功能对车的火花塞、发动机磨损、电瓶寿命都有
严重损害，没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发动机、电瓶寿命会更
长”。刘先生说的是大多数开车司机的心声，那事实真的
如此吗？让我们一探究竟。 隔记者 史大玮

自动启停普及现状

据记者了解，在我国汽
车市场内，装配自动启停的
车辆日趋增多。最开始只有
一些豪华品牌的高端车型
搭载启停功能，如奔驰S、宝
马7系、奥迪A8等车型；而后
几年豪华品牌的中低端车
型和合资品牌的部分旗舰
车型搭载启停功能；目前国
内的许多自主品牌车型也
搭载该功能，实现了国产车
节能减排的进步，也见证了
国产品牌的技术实力。如果
您想购买一台搭载启停功
能的汽车，根本用不着花大
价钱买豪华品牌！

现市面上搭载启停系
统的车辆不在少数，但许多
车主在打火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关闭启停。许多汽车论
坛中关于启停的讨论也多
是负面，充斥着“鸡肋”、“毁
车”等词语。而更过分的是
许多论坛里车友教学如何

“默认关闭启停功能”，而这
样的帖子往往还受到围观
群众的一致好评。然而启停
功能既环保又节油好处多
多，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下
面就来看看吧！

自动启停的认识误区

对于新鲜事物许多人难以
接受，许多人诚惶诚恐，许多人
赶时髦。生活在当下飞速发展的
时代，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产
生，智能手机改变了我们对手机
的看法，共享单车方便了我们的
出行，然而我们都适应了。自动
启停功能从2006年至今已超过10
年，为什么还存在误解？如果用
10年时间还不能正确认识一项
新技术，那只能说接受能力存在
问题，下面就来分析一下启停功
能的误区：

频繁启动对发动机磨损大
许多车主认为，发动机频繁

的启动对缸体和活塞产生巨大
磨损，金属碎屑容易对发动机产
生二次伤害。乍一听：对啊，这话
在理。

经过研究发现，发动机的磨
损超过80%是冷启动瞬间造成
的，正常运转的磨损则不到20%。
发动机自动启停时属于临时停
车，油温、水温均在正常值，所以
不属于冷启动范畴，没有太大伤
害；发动机内部靠油膜润滑，自
动启停时间都很短，被机油泵打
上去的机油不会都回流，零件上
还保留了很多机油，再次热启动
对发动机几乎没有太大影响，所
以此误区被推翻。

频繁启动电瓶寿命降低
虽然带有自动启停的车型

配备增强型起动机和蓄电池，但
频繁启动依然会降低电瓶和起
动机寿命，在实际用车过程中，

自动启停车型电瓶故障率更高。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
十美的工业设计，如果您仅因为
此缺点对启停功能存在异议，实
乃因噎废食之举！

驾驶体验太差
由于每个车型的设计和调

教不同，不同车型的自动启停存
在差异。如感应器不灵敏，启停
介入时间不准确，时快时慢让驾
驶员不易掌握；发动机再次启动
时噪音大，影响驾乘人员乘坐体
验；在堵车路况时，再次启动有
时间差，总有慢半拍的感觉；一
些车型的电瓶标准低，根本无法
维持压缩机正常运行，所以启停
时无法保证空调运行，让乘客舒
适度大幅下降。

据专家介绍，搭载自动启停
系统的车型实际使用情况下节
油率可达到10%左右，百公里还
可减少15 . 1g的二氧化碳排放。以
平均油耗为10L/100KM车型计
算，那么行驶一万公里可节省大
约100升汽油。

所以说，启停功能整体来说
还是大趋势，只要正确使用，是
不会对汽车造成损害的。但是在
特殊情况下也是需要注意的。

停车加油
在加油站停车加油的时

候，有些车主可能不注意踩刹
车后启停介入发动机熄火，并
没有手动熄火。其实这样是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的，万一脚一
松发动机启动就容易出现危险
情况，所以在加油站千万别贪
图省事。

连续塞车
在国内很多地方一旦出现

塞车之后，尤其是上下班高峰
期，通常车辆都是缓慢行驶并且
是走走停停，这时候启停这个装
置就很让人反感了。踩一下刹车
熄火没几秒又要往前走短时间
内反复启停脚是比较受累的，再
加上启停带来震动更是影响驾
驶感受。

低速泊车
一般泊车的时候速度都是

比较缓慢的，要是遇到比较难以
停靠的位置还得踩停重打方向，
这时候如果启停系统开启的话，
会很影响驾驶者，如果是新手的
话就更加紧张。

下大雨天
下大雨天需要关闭启停系

统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严重积
水的问题，像一些大城市一下大
暴雨就内涝，再加上下大雨塞车
现象更为严重。这时候部分路段
的积水深浅不知，再加上拥堵的
情况，发动机一旦熄火了，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踩油门发动机再
次重启随时都可能导致发动机
进水。

对于发动机启停这个配置，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反感的，因
为目前十几万甚至二十多万的
车型里这个技术在体验方面并
不是很好，启动时的震动和噪
音都是比较的明显。但这个配
置却已经是大部分车型标配
了，你就算不想要也不行，至
于这个配置好不好只能说因人
而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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