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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人还没有住进新房，空调却已生锈

今年 5月，嘉定区崇信路 77 弄盘古园府
的精装修房陆续开始交房。 7月初，业主张女
士拿到了钥匙，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张
女士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7 月中旬，有业主突然在微信群里称，自
己家的中央空调出现了锈蚀， 想问问群里的
业主，是他家独有的问题，还是大家都有这样
的情况。看到这个消息后，不少业主开始检查
自家空调，结果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批新交
付的房子总共 400多户业主， 几乎每位业主
都发现家里的空调有生锈的现象， 只是锈蚀
的程度不同。

还没入住， 空调也没用过， 为什么会生
锈？ 张女士无法理解，当初交房时，明明拿到
了验收合格的报告， 如今几乎每家每户的空
调都生了锈，如何能够通过验收？

于是， 不少业主找到了空调的生产商大
金空调。 其售后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也
感到非常诧异， 他们猜测很可能是安装空调
的过程出了问题，接着告诉业主，他们要去和
开发商商量解决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数太多、 费用太
高，迟迟都没有一个结果。”张女士说，过了半
个多月，直到 8 月初，有的业主去售楼处找到
开发商———上海盘谷房地产有限公司， 这时
工作人员才拿出了一份“情况说明”。

该“说明”中表示：“大金维保人员多次
上门查看后均认为空调正常， 锈蚀不妨碍使
用，无需处理。如果业主认为空调内机锈蚀属
于产品质量问题， 请自行委托符合资质条件
的检测机构鉴定， 如鉴定结果显示为不合格
产品， 我司将按有关规定责成大金公司进行
处理。 我司支持业主依法维权的权利。 ”

开发商的回复让业主们“炸开了锅”。 在
张女士看来，如今大多数人都还没入住新房，
空调就已经生锈，而锈蚀是有腐蚀作用的，时
间越久，空调很可能会被侵蚀烂掉，到时候吊
顶漏水岂不是非常麻烦？

张女士告诉记者， 他们这批房子属于盘
古园府的二期工程，而一期房子在 2019 年就
已经交付使用， 两期房子都是相同的空调品
牌，相同的交付标准，相同的开发商，但是一
期房子的空调至今也没有出现锈蚀的情况。

“我们希望开发商给个说法，为什么会
生锈，怎么处理，要么更换，要么维修，但是现
在开发商坚持说‘没问题，不处理’，我们也
很无奈。 ”张女士说，业主们已经向当地房管
局、12345 反映了情况，但是目前都没有什么
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商拿出的那份“情况
说明”并非公示贴出，而是有业主问上门了，
开发商才拿出来给业主看一眼。

“为什么要秘而不宣呢？ （开发商）到底
是在协商解决方案呢， 还是准备用这个东西
来搪塞我们业主。 ”张女士感到很疑惑。

实探

生锈程度不一，有的空调出现积水

8 月 25 日， 记者来到盘古园府小区，崔
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第一个发现空调生锈的
业主，且第一时间把情况发在业主群里。

在崔先生家，他指着客厅房梁对记者说，
当初他本想将吊顶上的灰擦一擦， 结果爬上
梯子后， 透过中央空调的出风口看见一片发
黄的物质， 于是他又找来螺丝刀将出风口的
挡板拆下， 这才发现那些黄黄的东西都是铁
锈。

记者看到， 在中央空调内机的两侧以及
底部有一层发黄的铁锈， 部分严重的区域已
经被锈蚀得发黑， 而在空调出风口的位置能
够看到光亮的扇叶，几乎是崭新的状态，与一
旁的铁锈格格不入。

而在崔先生家的卧室， 中央空调也有相
同的锈迹。 崔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在家
里开了不到 2 个小时的空调， 卧室的吊顶处

就开始渗水，经过查看，他确认是中央空调内
机里的积水渗出，当时积水已经有 2厘米深。

“我都打算搬进来了， 这种情况谁还敢
住？”崔先生说，他家里还有小孩，如果小朋友
每天吹着带有“铁锈的风”，身体会受到怎样
的影响？ 而且这种积水、漏水的空调，一旦维
修、更换起来，吊顶也会被一并拆除，入住时
间也会延后，时间、金钱上的损失难以估量。

当天，记者又联系到其他几位业主，他们
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家空调锈蚀的照片、视频。
可以看到，各家空调锈蚀的程度不一，但是锈
蚀的位置都较为相似， 集中在内机的两侧以
及底部，部分空调还存有积水。

房管局

已跟进处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

新房空调为何会生锈？由谁来维修？怎么
修？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上海盘谷房地产
有限公司售楼部， 碰到了一位正在办公的工
作人员。

记者：“你好，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新房）
空调生锈的情况。 ”

工作人员：“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和我
们对接过了，该回复的我们也回复了，有情况
会跟你们通报。 ”

记者：“你这边是有一份‘情况说明’是

吗？ ”
工作人员：“无可奉告。 ”
记者：“我们是希望搭建一个沟通的平

台，听听开发商这边的回复。 ”
工作人员：“不需要。有政府来监管我们，

你们媒体有什么权利？ ”
记者：“你这边是不接受采访，对吗？你代

表公司吗？ ”
工作人员：“我是代表我们公司啊， 不接

受。 ”
随后， 另一位自称是物业部经理的女士

告诉记者，采访需要来函申请，到时候由公司
相关部门予以回复。

8 月 27 日，记者联系到大金空调的售后
维保人员，据他猜测，中央空调很可能是被装
潢公司的人损坏，导致漏水生锈。 “可能是装
潢公司的人没有正常关机， 直接拉了空气开
关的闸，然后排水泵没有工作，导致积水、生
锈。 ”维保人员表示，盘古园府二期的所有房
屋基本上都有生锈的情况， 如今只有一个较
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先除锈，再喷除锈漆。

究竟是由开发商来处理， 还是维保人员
处理，对方表示他们已经在和开发商协商，但
是结论还没有达成一致。

当天， 记者从嘉定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处
了解到， 相关部门已经在跟进处理盘古园府
空调生锈一事，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

精装新房还未入住空调就生锈渗水
嘉定盘古园府二期上百户业主“犯愁”；开发商称不影响使用；律师：向开发商主张权利

晨报记者 陈泉

7 月份交付的精装修新房， 还没有
入住就有业主发现中央空调已经生锈。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在小区整个二期新房里，几乎家家的空
调都有不同程度的生锈，有的甚至还存
在积水、渗水的现象。 大家不敢想象，如
果小孩天天呼吸这种空调吹出来的风，
那今后会有什么影响？ 而开发商却坚称
生锈的空调不影响使用， 不予处理，在
业主们看来，想要入住新房可能遥遥无
期。

记者从投诉者处了解到，至少有上
百户精装修新房存在空调生锈的现象。
那么，新房空调为何会生锈？ 由谁来维
修？怎么修？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在嘉
定区盘古园府进行了调查核实。

� � � �针对盘古园府小区空调生锈的情况，
晨报记者采访到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
事务所葛志浩律师，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
行解读。

Q： 空调生锈， 业主应当向谁主张权
利？

A：精装修房交付的主体是开发商，五
年内出现质量问题，业主需要找开发商进
行处理。 对开发商而言，无论是空调本身
出现质量问题， 还是安装过程不规范，开
发商可以再向空调厂家或安装企业追责，
消费者无需联系这两方。

Q： 开发商提出让业主举证空调不合
格再处理，这种说法合理吗？

A： 如果业主提出开发商的产品质量
有瑕疵，那么确实需要业主举证。 比如拍

下空调生锈的照片、视频，以此来证明空
调材质不合规、质量不过关或安装过程不
规范等问题。

Q： 开发商称空调不影响使用所以不
处理，这种说法合理吗？

A：这其实不是正面回应，空调是否能
够正常使用与其是否符合生产标准或宣
传标准是两回事。 业主需要找出空调生锈
对实际使用的具体影响，例如对空调的使
用寿命会不会减少，或者是否有可能造成
脱落、倾倒、漏水等潜在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业主需要请第三方机
构鉴定生锈空调的危害性，将来会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 或者查找开发商当初宣传
时， 空调的使用手册上是否有写明材质、
材料、如何安装等情况，如果与实际情况

不符， 那么开发商就存在违约的情况，需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Q：碰到此类事件，消费者应当如何维
权？

A：首先，消费者在验收房屋前，需要
仔细检查交房使用说明书中的设备，是否
和开发商给出的宣传、约定、承诺相一致，
最好是对这些设备质量有一个承诺性的
条款，在发生问题时，可以作为判断开发
商是否违约的重要依据。

其次， 如果在房子交付后发现问题，
消费者需要及时向开发商反映，其中存在
一个损害扩大的问题， 消费者越快反映，
问题也能更早解决，同时，也能收集到更
充分的证据，否则时间拖得越久，对消费
者起诉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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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修房设备质量有问题如何维权？
■验收房屋前最好对设备质量有个承诺性条款，发生问题有据可查
■房子交付后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开发商反映，越久拖对起诉越不利

精装新房空调锈迹斑斑，业主不知找谁处理。 /晨报记者 张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