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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7年 9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
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一线
城市房价环比持续下降，二、三
线城市环比涨幅继续回落。

从环比看，一、二线城市房
价基本止涨。初步测算，9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均下降 0.2%。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 0.2%，涨幅与上月相同；二
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
比上月回落 0.1%。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分别上涨 0.2%和 0.3%，涨幅
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分析，因地制宜、因
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
发挥作用，70 个大中城市中 15
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继续保
持稳定。从环比看，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全部下降或持平；从同比
看，涨幅均继续回落，回落幅度
在1.8%至8.8%。

一线城市房价下降 非热点
省会城市上涨最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一、二、
三线城市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
12个月回落，9月份比 8月份分
别回落 3.5%和 3.8%。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
续10个月回落，9月份比 8月份
回落 2.2%；二手住宅价格同比
涨幅连续 8 个月回落，9 月份比
8 月份回落 1.8%。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
比涨幅连续 2 个月回落，9 月份
比 8 月 份 分 别 回 落 1.1% 和
0.6%。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
析师张波分析，严密调控之下，
金九毫无疑问不再是热销代名
词，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全部下降或持平，9月份，一
线城市房价下滑尤为明显，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
均下降0.2%，表明房地产市场在
调控政策下保持平稳降温的态
势。

在一线城市房价回落的情
况下，从全国层面看，非热点省
会城市上涨最明显。从此次房

价的环比增幅排行来看，9月份
包括长春、哈尔滨、沈阳、西宁、
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均进入了
全国房价环比增幅前 10 的行
列，这也说明此类城市当前房价
过热。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认为：“总体上说，这
也说明目前此类城市购房政策
相对宽松，市场受追捧，尤其是
贵阳市场是近期的热点。类似
城市后续若房价上涨幅度难以
下滑，预计这些城市是今年第四
季度政策频频收紧的重点城市
选项。”

调控一周年：环比和同比涨
幅收窄 房价趋于平稳

截至 9 月，我国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已经持续
一周年，房价明显趋于平稳，热
点城市房价上涨得到抑制。

严跃进认为：“调控一周年
房价呈现持续平稳态势。回顾
这一年来这两个指标的数据，
总体上看，环比增幅得到了明
显的收窄，因为此前去年 9 月

份达到了 1.8%的水平，说明环
比价格变动已经明显收窄。而
同比增幅也出现了明显的收
窄，且是趋势性的和可持续的，
在去年 12 月份该同比增幅达
到阶段性最高点即 10.8%的数
据后，当前已经明显回落，充分
说明了调控一年以来各地房价
管控的积极有效性，尤其是限
购限贷等政策发挥了实质性的
狙击投资投机需求的重要作
用。”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一、二线退烧，三、四线平稳
是目前楼市的最大特征，预计
四季度一线城市仍然处于低温
当中。

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的背景下，张大伟预
测未来调控仍然会持续加码，
逐渐转移至房价仍然上涨的
三、四线城市：“限售政策预计
将快速向三、四线城市蔓延，后
续可能会超过 50个城市执行限
售；核心分布特点是在房价上
涨的城市，位置在一、二线热点
城市周围。”

国家统计局：

9月一线城市新房价同比涨幅连续12月回落
调控一周年房市平稳

品牌地产 首登东台

关键词:品质和品牌
天怡房产成立于1984年，是丹阳市首家被原建设部评定

为中国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连续多年被
评为“中国房地产企业200强”、长三角房地产开发80强，“江
苏省房地产50强”“镇江市房地产开发综合实力十强”“江苏省
价格诚信单位”等。

关键词: 33载40余盘
33载近 40余盘，赢得万余家庭的信赖，而今联手知名建

筑、设计大师亲笔钜著，以大师智慧、美学修养，精工营造建筑、
户型、园林的每一细节，进驻东台，让建筑回归初心，始于生活，
忠于生活！

来往双城 全维度生活圈

天怡·凤凰郡地处城东新区的黄金地段，距市中心3公里，
避免道路拥堵、空气灯光噪声污染。天怡房产强势进驻，精心
打造全维生活圈，更是成为难以复制的价值领地。

关键词: 多维立体交通网
项目位于城东新区和平路北侧、英伦都市西侧。东进大道

一贯东西，来往双城；公交、汽车、主干道、高铁等立体化交通
网，构建起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体系，以速度拉近与世界的距
离。

关键词: 高铁就在家门口
高铁就在家门口，天

怡·凤凰郡与东台市民畅享
高铁“漫生活”。盐通铁路
新建东台站占地面积近23
万平方米，将是沿线6站中
占地面积最大的站。盐通
铁路为新建双线高速铁路，
速度目标值 350km/h。高
铁建成后，东台到上海只需
1 小时，将真正融入上海

“一小时经济圈”!

关键词: 至臻配套，畅享顶级生活圈
周边中医院、虹鼎万融城、城东购物公园、文化艺术中心

等，荟萃医护、购物、休闲、文体娱乐等时尚生活设施，为你提供
触手可及的品质生活，让你畅享顶级生活圈。

家人的健康，是业主最为关心的层面。项目与东台市中医
院保持黄金距离，时刻为居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全龄段的医疗
呵护，健康从此有备无患。

临近名校 奢享精英教育

关键词: 毗邻全国500强中学
孩子永远是父母未来的希望。项目南靠新区幼儿园、东临

全国500强中学之一东台中学等，一流的师资、先进的教育设
施、各类特色教程，为孩子打造梦想的舞台，让您的孩子赢在起
跑线上。

天怡·凤凰郡开启美好生活

阳台是房子结构的一部分，
也是室内外联系的重要纽带。人
们在阳台上可以呼吸到新鲜空
气、晾晒衣物并且可以养一些盆
栽植物，给整个居家生活带来生
机与健康。所以说，阳台是房子
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那么，阳
台尺寸一般是多少，阳台尺寸的
要点又有哪些呢？

阳台尺寸一般是多
少？

1、没有规定的尺
寸，是依照房间的大小
来设计的，一般的尺寸
为 1.5×1.5、1.5×1.8、
1.8 × 1.8、1.8 × 2.1、
1.8×2.4等规格。

2、通常住宅建筑
中，窗的高度是 1.5 米，
窗台高度大概为0.9米，
窗顶距离楼面高度大概

为2.4米。
3、如果是窗台高度低于 0.8

米时应注意采取防护措施。窗户
的宽度一般由0.6米开始，宽到可
以构成“带窗”，运用通宽的带窗
时左右隔壁房间的隔声问题，如
果是采用推拉窗则应考虑窗扇的
滑动范围。

阳台设计要点是什么？

1、阳台装修时，能够安置些
简易、轻便的健身器材，能作为平
时健身娱乐所用。当然阳台装修
时的窗台板应该选用石材做台面
板，由于石材具有防水、防晒、不
开裂的特点。当做阳台装修时还
要充分考虑原建筑的采光情况，
以防破坏了原建筑良好的采光
性。

2、阳台装修时，通常防水层
要有5mm厚，做阳台装修时，需
要的话还能够做一个阳台吊顶，
但阳台面积较小时，能够不用吊
顶，以防产生向下的压迫感。另
外阳台装修时铁栏杆不适合过
密，要注意形式上和建筑整体的
和谐。

3、阳台装修时，倘若阳台紧
靠厨房，可运用阳台的一角建造
一个储物柜，存放一些蔬菜食品
或不常使用的物品。倘若阳台装

修是供休息、餐饮使用时，还能够
摆放少量的折叠家具，也能在阳
台上放些花卉盆景，这样有助于
人体健康。

4、阳台装修时，阳台底板
的 承 载 力 每 平 方 米 是
200-250kg。在封闭的阳台装修
设计时，窗口的下口比较容易渗
水，一般在窗下沿留2cm的空隙
且用水泥填死，阳台装修时应重
视窗的质量，而且密封性要好，保
证阳台与客厅至少要有2-3公分
的高度差。

5、阳台装修时，要考虑墙地
砖的色彩搭配和外墙相协调，地、
墙砖的大小应依照阳台的面积大
小来定，保留地漏，以防万一。阳
台装修时，能够做一些花架。在
需要情况下，装修的阳台顶上，能
够安装升降式晒衣架，既美观又
方便。

装修小知识：怎样装修阳台更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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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宴 文/摄）位于
台城范公北路市公安局东侧江
苏佳洲房地产开发的锦绣华府
一期工程建设迅速，主体结构即
将全部封顶。

据介绍，锦绣华府是由澳大
利亚五贝国际绿化设计公司打
造的园林景观住宅区，配备阳光
幼儿园和商业中心。项目总建
筑面积23万平方米，由8-27层

阳光小高层和瞰
景高层组成。项
目自开 工 以 来，
备受各 界 关 注。
记者从施工现场
了解到 ，该项 目
对建设工艺和流
程以及建筑质量
进行严格控制和
监督。

锦绣华府一期工程建设迅速

A 家家居，隶属洋臣木业（家具）集团，
自 1988 年成立以来，专业从事板木、实木、
软体家居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为全球超过 300 万家庭提供健康、舒适、环
保的客厅和卧房家居产品。目前，A 家家
居拥有板木、实木、功能沙发、布艺沙发、真
皮沙发、软床、床垫、儿童、美式等 31 大产
品系列，以丰富的产品矩阵满足更多客户
对个性家居的需求。A 家家居东台直营店
10 月 22 日隆重开业，地址位于市惠阳路 6
号，润洋壹品对面东侧。

记者 王灿侠 摄

AA家家居东台直营店盛大开业家家居东台直营店盛大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