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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赔付”
居然撑起消费安全保护伞

当防不胜防的家装公司跑路事
件频频挑动着消费者神经时，诚信为
本、服务为本、精益求精的居然之家
不断以更高的标准服务顾客。2000年
居然之家率全国之先，提出“先行赔
付”承诺，即当卖场内商家售商品出
现质量或服务上的问题时，消费者凭
卖场统一销售合同和居然之家统一
收银开具的交款凭证到居然之家客
服中心投诉，由居然之家先行向消费
者赔付。

“居然之家2000年提出先行赔付，
犹如在当时良莠不齐的家居市场中划
出一道亮光。”经营家居行业二十多年
的曾女士说，居然之家“先行赔付”不
仅让消费者权益最大化、免除其后顾
之忧，为消费者撑起安全保护伞，也让
居然之家迅速在各类家居卖场混战中
打出品牌差异性，赢得消费者信赖，带
动了整个家居行业服务升级，成为行

业一大里程碑。

“绿色承诺”
让消费者健康舒适到家

居然之家并不满足于此。
购房不易，而拥有绿色建筑内涵

的房子意义更为深广，追求环保健康
的高品质家居成为大势所趋。居然之
家本着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在2002
年再次率先提出“绿色环保”，并通过
了国家质检部门的联合检测，首家获
得“绿色环保家居建材市场”称号。居
然之家严控招商环节，引进环保品牌。

“居然之家销售的所有商品必须都符
合《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限
量》国家标准；由于装修导致室内空气
质量不合格，一个月内进行无条件治
理，经治理后仍不合格的，全额退还合
同款”。

居然之家用严谨负责的态度向每
一个消费者表明：企业不仅有责任提
供给消费者各种家居用品，同时也要
为消费者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一次消费，终身服务”
服务再升级

今年，居然之家服务再升级，“居
然管家”全新上线。这也标志着居然之
家依托新零售，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

上，实打实地践行着为消费者提供“一
次消费，终身服务”的承诺。

居然管家为家庭提供全方位高品
质的服务，从智能家居解决方案设计、
设备安装服务、日常维护保养，到使用
后期的维修翻新、设备回收换新，为消
费者打造“体验智能化、流程标准化”
的服务保障。

“居然之家‘一次消费、终身服务’
承诺的推出，是居然之家完善自身服
务体系的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居然之
家管理和服务升级，全面满足顾客需
求，提升居然之家的服务竞争力具有
重大意义。”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副秘
书长兼住宅委主任袁菲认为，居然之
家“一次消费，终身服务”无疑将进一
步增强消费者对居然之家的信任。

“先行赔付”“绿色环保”“居然管
家”是居然之家服务的三大里程碑，也
是家居行业服务发展的三大标杆，居
然之家的每一次服务升级无不引发行
业关注、推崇与模仿。但不同的是，居
然之家不但是每项服务的倡导者，更
是每项服务承诺身体力行的推动者和
实践者，有成熟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服
务体系。“在居然之家，消费者只需要
负责挑选自己心仪的家居产品，其他
的问题交给我们，让消费者满意是我
们不懈的追求。”谈起居然之家的服
务，居然之家四川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底气十足。 （颜榛）

居然之家服务承诺20年
——做家居消费守护者

在巨大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
的诱惑下，进入家居行业的企业
越来越多。但由于其准入门槛低，
市场难免鱼龙混杂，消费者利益
难以保障。

居然之家，作为国内家居流
通龙头企业，从“先行赔付”到“绿
色环保”再到“十三项服务承诺”。
20年来，居然之家不断完善服务
体系，为消费者提供放心家居消
费环境。

不仅如此，居然之家每一次
的服务升级，都会引发行业轰动。
居然之家是行业标准的引领者，
带领家居行业不断前进。

今年，居然服务再次推出重大
举措，“居然管家”即将全新上线。

美联社报道，这桩招生舞弊案
所涉学生没有受到起诉。按照执法
人员的说法，这些青少年大多对父
母花钱帮他们进入名校不知情。

辛格的骗局之所以得逞，一定
程度是涉案家长期盼子女上名校，
深陷焦虑。

与这桩案件无关的独立教育
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斯科拉
罗认为，对掌握各种资源且渴望孩

子获得成功的家长而言，上名校如
同“买名牌”商品，“愿意付出任何
代价”。

斯科拉罗说，这桩丑闻“显然
说明一个事实，即（大学）招生过程
出故障”。“（升学）充盈焦虑，尤其
是精英学府……那些百万富翁可
能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不’，试图
操纵（招生）系统录取自己的孩子，
这不足为奇。”

“家长们是这起欺诈案背后的
主要推动者，”马萨诸塞州的联邦
律师安德鲁·莱林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道。他说，这些父母利用他们手
中的财富，为自己的孩子创造出一
条特别且不公平的入学渠道。“真
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辛苦学习的学
生们”，在入学程序中，“被那些远
远不够资格、却被父母买进学校的
学生”所取代。

美国史上最大高美国史上最大高校校招生舞弊案招生舞弊案

有钱就能改答案、找替考
上耶鲁如同“买名牌”

■一位没踢过足球的少女，成为耶鲁明星足球队
的成员，父母为此花了120万美元；一位想上南加州大
学的男孩，被错误地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因此他可
在监考官的帮助下参加标准化考试，并确保他拿到想
要的分数，父母为此花了至少5万美元

■美国执法部门日前侦破一起大规模高校入
学舞弊案，共有50人被起诉。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这是美国史上发生的最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案

■据公布的法庭文件，涉案家长被指控向一家
加利福尼亚州高校预备机构的入学顾问支付费用，
后者则为他们的孩子安排作弊事宜：或贿赂考官在
考试后为学生修改答案，或安排他人代考

美国司法部12日起诉演艺明星、企业高级主管等数十名
家长，指认他们向一名招生顾问行贿，帮助子女考试作弊、冒充
体育特长生进入知名高等学府。

这桩名校招生舞弊案波及6个州，涉及耶鲁、斯坦福等多
所大学，所涉赃款合计数千万美元。

美国联邦执法人员说，这是司
法部迄今经手的最大一桩高校招生
舞弊案，共起诉50人，包括招生顾问
威廉·辛格等4名骗局操作人、9名大
学体育教练以及33名以行贿方式把
孩子送进名校的家长。

检察官指认这些家长2011年起
涉嫌向辛格支付合计大约2500万美
元贿赂款。他们中不乏金融家、企业

高管、好莱坞明星和服装设计师。按
照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安
德鲁·莱林的说法，这些家长身处

“权贵阶层”。
“每年数以万计勤奋、有天分的

学生力争进入精英学校，”莱林说，
“不能对有钱人另设一套大学招生
系统……同样，不能有另一套刑事
犯罪审理系统。”

法新社报道，13名嫌疑人被捕
并在12日晚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
南部城市洛杉矶出庭，包括好莱坞
女演员、美剧《绝望主妇》主角之一
费莉西蒂·赫夫曼。其余嫌疑人在波
士顿、纽约等地出庭。

辛格当天在法庭认罪。美联社报
道，赫夫曼等多名被告所涉罪名为共
谋诈骗，可能面临最长20年监禁。

莱林说，辛格向家长兜售两种
骗术，“一是在学术水平测验（SAT）
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中作
弊，二是利用他与大学教练的关
系，借助行贿帮这些家长的孩子伪
造运动员资质入学”。

起诉书写道，辛格安排第三
方，通常是马克·里德尔，秘密代替
学生参加考试或提供自己的答卷。
里德尔得以混入考场、充当“枪手”
缘于辛格向监考员行贿。

为 让 女 儿 的 学 术 水 平 测 验
（SAT）刷出高分，好莱坞女演员赫
夫曼向辛格付费1.5万美元。一名证
人告诉执法人员，他专程从美国东
海岸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前往西海
岸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一处考
试中心，充当赫夫曼女儿所在考场
的监考员。

赫夫曼的女儿那次考试得到
1420分，比一年前没有那名监考员
在场时高400分。电话录音显示，赫
夫曼与辛格讨论过作弊方案。

起诉书写道，每场考试，辛格
获利1.5万至7.5万美元。

辛格的另一项行骗伎俩是收
买大学体育教练和行政人员。大学
体育教练不能决定录取哪些学生，
但可以向招生办公室推荐运动队
看上的体育特长生。

辛格出庭时承认，他“非常频
繁地”向大学体育教练“买（入学）
名额”。作为交换，教练会建议招生
办录取某些体育特长生，即便后者
所持运动履历或资质系伪造。

以这种方式，好莱坞女演员洛
丽·洛克林帮助两个从来没有参加
赛艇比赛的女儿以舵手身份加入

南加州大学赛艇队。她给了辛格50
万美元“好处费”。

按照检方的说法，这类入学申
请人的假档案包含他们参与某项
运动时的摆拍照，或者借助图像合
成技术把脸部安到运动员身体上
的照片。

莱林说，如果获录取，一些冒
牌“体育生”以受伤为由退出运动
队，另一些人“完全不参加活动”。

按照莱林的说法，辛格设立慈
善团体“关键全球基金会”，作为

“门面”，以筹集善款名义掩盖向家
长收受贿赂。

关键全球基金会发邮件感谢
家长捐款。不少家长提交个人报税
表时，把这笔“贿赂”支出当作捐
款，用以免税。美国税务局正在调
查。

“绝望的主妇”
美剧女主角费莉西蒂·赫夫曼涉案50人落网

从未参加赛艇比赛
以舵手身份加入南加州大学赛艇队冒牌“体育生”

这些青少年大多对父母花钱
帮他们进入名校不知情未起诉所涉学生

美国普通民众历来对于“富二
代”轻松上名校一事颇有微词。这些
富翁通常会以慈善名义向名校捐
款，而他们的后代却可以借此轻松
跨进名校的门槛。此次贿赂丑闻的
曝光更是点燃了普通民众的怒火。

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称，12
日的法庭文件描绘出一幅权贵家长
通过犯罪将孩子送入精英高校的丑
陋画面。《纽约时报》则认为，这些指
控也反映出美国高校录取竞争变得
残酷异常，使得有些人“铤而走险”。

不少涉案名校迅速采取行动，以
受害方自居，试图撇清关系。斯坦福大
学解雇帆船教练；南加州大学“炒掉”
水球教练和一名体育事务行政人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一名足球教练
作停职处分。维克森林大学已将涉案
体育教练停职。耶鲁大学校长彼得·
沙洛维也第一时间发声，表示耶鲁
除一名前教练涉案之外，从管理层
到其他员工无人参与其中，学校目
前正在积极配合检方调查，并将进
一步采取行动以确保学校今后招生

的公平和录取流程不再被破坏。
沙洛维提到的耶鲁涉案人员是

一名足球教练，该教练约在1年前认
罪，并协助立案和后续调查。

截至目前，这起舞弊案仍在调
查之中，检方不排除会有更多名人
和教练落水的可能性。不过检方也
表示，已经“走捷径”进入名校的学
生将不会受到起诉，学校也没有就
是否开除或处理这些学生做出表
态。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
林 综合新华社、新华国际报道

不少涉案名校 迅速采取行动
以受害方自居，试图撇清关系

卷入此案的明星费莉西蒂·赫夫曼

制图 李开红

英国议会下院 12 日否决英国
政府就脱离欧洲联盟与这一地区组
织前一天修订的协议。

议会下院定于 13 日晚表决英
国是否应该“无协议脱欧”。如果这
一方案遭否决，次日将表决是否延
期“脱欧”。

僵局

议会下院12 日以391 票反对、
242票支持的表决结果否决“脱欧”
协议。

表决结束后，首相特雷莎·梅在
议会下院说，她反对这一结果，因为
那是磋商达成的“最佳协议”。

这一轮表决结果票数差距比上
一轮略有缩小。议会下院1月15日
表决“脱欧”协议，反对票超出支持
票230票。

特雷莎·梅所属的保守党一些
议员认定，“脱欧”协议没有明确有
关“备份安排”的一些事项。

“备份安排”旨在避免英国北
爱尔兰地区和爱尔兰之间恢复“硬
边界”，即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
防检查设施。这一安排没有明确截
止日期且英方无法单方面退出，触
发英国可能永久滞留欧洲关税同
盟的担忧。

特雷莎·梅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让-克洛德·容克11日晚磋商后宣
布，英国和欧盟约定对“脱欧”协议
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以确保
英国不会因“备份安排”滞留欧盟。

不过，英国检察总长杰弗里·考
克斯说，修订后的“脱欧”协议降低、
但没有消除英国受制于欧洲关税同
盟的风险；特雷莎·梅的盟友北爱尔
兰民主统一党说，英欧没有就边界
事宜取得“足够进展”。

出路

议会下院再次否决“脱欧”协
议后，英国保守党议员组织“1922
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说，
英国最可能面临的情形是不达成
协议就脱离欧盟，或者无休止延期

“脱欧”。
议会下院定于当地时间 13 日

晚7时表决是否应该在没有协议的
情况下3月29日如期“脱欧”。一些
商界人士警告，“无协议脱欧”将令
英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市场和供应链

陷入混乱。
路透社报道，议会下院可能会

否决“无协议脱欧”，继而14日表决
是否为争取更多磋商时间而延期

“脱欧”。
欧洲议会选举定于5月23日至

26日举行。容克11日说，“脱欧”应
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完成。英国政府
12日晚宣布，“脱欧”延期至何时将
由议会决定。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
克的一名发言人说，如果向欧盟请
求延期“脱欧”，英国需要提供“可信
理由”。

特雷莎·梅 11 日晚告诉议员，
反对“无协议脱欧”并推动延期“脱
欧”不会解决英国面临的问题。“欧
盟想知道我们打算如何利用这类延
期，议会下院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它
（议会下院）想延长（《里斯本条约》）
第50条（所设‘脱欧’期限）？想举行
第二次公投？还是想‘有协议脱欧’、
但不是依据现有协议？”她说，“这些
选择都不令人期待。”

美联社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再
次否决“脱欧”协议，增加举行第二
次“脱欧”公投和特雷莎·梅政府倒
台、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风险。

乏力

欧盟1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欧
盟方面“尽一切可能”达成“脱欧”协
议，而英国议会12日表决显著增加

“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脱欧”谈判欧盟首席代表米歇

尔·巴尼耶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欧盟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必须做好
英国“无序脱欧”的准备。“欧盟已经
竭尽所能帮助达成‘脱欧’协议……
只有英方能打破僵局。”

欧洲议会分管英国“脱欧”谈判
事务的首席代表居伊·费尔霍夫施
塔特说，英国政府对“脱欧”进程失
去控制。

容克11日说：“如果明天（英国
议会下院）‘实质性表决’失利，（欧
盟）不会就已经作出的保证进一步
作保证……不会有第三次机会。”

他警告，如果“脱欧”协议再
次遭否决，欧盟方面不会再与英
方谈判。

美联社解读，又一场英国“脱
欧”危机令欧盟愤怒。 （新华社）

英国议会下院再否“脱欧”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