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人买房越来越关注
社区的环境，不仅要求绿化率
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对于周边
的环境也有着极高的要求。提
醒各位，购房时关注小区是否
存在以下污染源，会对未来的
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噪音污染
噪音污染主要集中在小区

出入口，广场休闲处，停车场出
入口，临街商超处。无论是考虑
到出行的便捷度，还是景观的优
越性，而将房屋选择在噪音集中
的地区，这对业主来说都是一件
有利有弊的事情。如果业主对
生活环境的安静程度和作息时
间段内的环境舒适度要求很高
的话，就要避开对这些地方的选
择了。

2、电磁波污染
电磁波污染主要来自社区

附近的高压线和信号塔。这种
辐射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长期
的，就像是手机辐射对人的影响
类似。居住在这些建筑的附近，
虽然它们的作用是微弱的，但是

对老年人的影响非常大，可能会
经常产生各种身体上的不适。
毕竟现在的社会各种辐射越来
越多，我们能尽量远离，还是选
择远离的好。

3、油烟污染
油烟污染主要针对的是临

街的住户面对底层的商铺，尤其
是餐饮店的日常运营所产生的
油烟污染。对于一个小区来说，
商铺、餐饮等各种商家的入住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社区配套的成
熟和繁荣。可能刚刚入住时，临
街的业主还没有太多外部环境
的困扰，随着社区的成熟，无论
是噪音还是油烟污染等问题都
会随之而来。高层住户还好，低

层住户面对的问题就会越来越
严重。所以，买房时，如果不是
因为家中有老人的话，尽量不要
将楼层选择得过低。

4、环境污染
对于购房者来说，本身就是

为了选择一处环境不错的住宅，
结果碰到了环境问题，确实够糟
心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社区
周边是否存在工厂，尤其是污染
物排放不达标的工厂，这样的住
宅要么不选，如果非常中意的
话，就要查看相关的文件，看看
工厂近期是否有搬迁的公示，确
保入住后环境的优良程度达标。

（综合）

地上停车难，地下车位却闲置
小区停车“怪象”原因何在？

独家授权抢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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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单价：7624元/㎡
户型平均面积：125.9㎡
总价：约96万元

（截止到5月11日，数据
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 丹阳楼市行情 ●

新歌声丹阳总决赛
300张门票等你抢

本报讯（记者 徐瑾）最近有
多名读者向我们反映：小区车越
来越多，地上停车位远远不够，好
多次只能停在小区外面，但又怕
被贴罚单或者刮伤。让人不理解
的是，小区的地下车库车位却大
量闲置，物业却不让业主停下
去。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也走访
了丹阳部分小区，的确存在这种
问题。某小区在《告业主书》中直
接写明：由于物业和开发商就地
下停车位租赁事宜始终达不成共
识，所以现在地下停车位只能出
售，无法租用。

原因究竟是什么？
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了解

小区停车位的种类。
目前小区停车位主要有四种

类型：地下产权车位、地下人防车
位、地面规划车位、地上临时车
位。

其中，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
车位，是指在小区地下空间中，满
足立项和规划条件、办理了土地
出让手续，可以办理所有权证书
的车位，这样的车位，产权属于开
发商或者购买业主；小区的地下
人防车位，属于建造在小区人防
工程内的，非战时用于停车的车
位。地下人防工程的所有权归国
家所有，收益又应归谁所有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
五条规定，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
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
所有。人防工程车位的投资主体
是开发商，在保证不降低人防工
程防护能力的前提下，开发商在
非战时可以获取地下人防工程车

位的相应收益。
记者咨询了部分物业，为什

么地面车位这么紧张，却不开放
地下车位？他们说，地下车位产
权属于开发商，他们无权开放。
而且他们透露，大多数情况，开发
商只愿意出售，并不愿意租赁。
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从事房地
产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对开发
商和业主之间的“停车位拉锯
战”，他们说了自己的看法：

开发商之所以这么做，最直
接原因就是急求回笼资金，由于
地下车位处置权归开发商所有，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车位
销售也是楼盘销售总利润的构成
之一，作为住宅销售的一种补
充。现在很多小区都采用人车分
流的管理模式，这比较便于物业
管理，地上停车空间越来越少，业
主车子只能停地下室，也就给了
开发商“只售不租”的底气。在资
金紧张的情况下，把车位全部出
售对开发商来说利益最大，除了
一次性赚十多万，以后对于物业
来说还可以继续收取管理费，而

将车位出租的话，开发商根本拿
不到钱。

业主为什么不愿意买地下停
车位呢？

记者和多名小区居民聊天，
大伙对于买车位还是租车位，心
里都有一本账。

以某小区为例，一个地下车
位，花了 10万元，本以为这笔钱
一次性结清就了事了，没想到每
年还得另外支付 480元不到的管
理费。包月租的话是 240元，这
样一年下来租金是 2880 元，如
果租金不变，即便是租 30年也
才 8.6万多元。如果买车位的这
10 万元拿去理财，每个月收益
有 300元左右。也就是说，这笔
钱不买车位直接租的话，本金都
不用动，每个月还可以省下几十
块钱。

很多业主之所以当初选择购
买车位，是考虑到小区产权车位
较少，车越来越多，这势必会造
成以后停车紧张，于是就选择

“一劳永逸”买个车位。但对于
工薪阶层，买房子已经压力很

大，房子交付后车位售价才出
来，才知道车位价格原来这么
高，买不起但是还要停车怎么
办？那就想租车位，但开发商只
售不租，这就是变相霸王条款
了。

呼吁：不要让法规流于形式，
主管部门应有效监管。

根据 《江苏省物业管理条
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
未出售或者未附赠的车位、车
库，应当优先出租给本区域内业
主，租金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
核定的标准执行；业主要求承租
车位、车库的，建设单位不得只
售不租。但是，一些开发商有自
己的对策。“我们可以提高车位
租金，车位产权是开发商的，自
然是市场调节定价，到时候租不
起也只能买了。”记者采访中，
从相关人士口中听到这样的话。
虽然有法规，但记者了解到，监
管和处罚上还是存在软肋。对于
开发商的一些违规情况，没有起
到有效的监管作用，执法比较被
动。

编后语：
别把小区里的问题推到小区

之外。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车位已

经由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可即便

是买了车位，每年还得支付一笔

管理费，虽说费用不如租来得

高，但很多业主比较之后，还是

愿意选择租车位来满足需求。规

定是可买也可租，但一些开发商

往往“店大欺客”，消费者想

租，开发商想卖，矛盾开始显

现。“耗”到最后，最有可能妥

协的还是有停车刚需的一方。妥

协方式有多种，要么狠心高价买

车位，要么停在路边公共停车位

上，或者甚至违停在绿化带、路

边。最后，开发商实际上将小区

的停车问题抛向社会。开发商这

样做，如果最后只是“不情愿地

纠正”错误，那么会有越来越多

开发商以此来要挟业主购买车

位，这无异于“强卖”。

本报讯（记者 徐瑾）历时
一个多月，历经 11场海选，2
场晋级赛，1 场半决赛，终于
等到这一刻！2018年 5月 13日
（周日） 18:30，中国新歌声全
国城市海选丹阳赛区总决赛正
式拉开序幕！本次总决赛，不
仅汇聚了丹阳最会唱歌的“明
日之星”，我们还邀请了 2017
年中国新歌声Eason （陈奕迅）
战队的“音乐精灵”——杜星
萤，她会用音乐告诉大家新歌
声给她带来的变化。本次总决
赛，将在凤熹台户外中心广场
举行，全丹阳最先进的声光电

设备，打造最炫的舞台，让你
听到最好的声音。目前还有少
量总决赛门票，独家馈赠给
《房产周刊》及“丹阳楼事”的
读者。抢票方法：关注“丹阳
楼事”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二
维码），点击底下菜单“新歌
声”即可。

本周日，新歌声总决赛
将在凤熹台准时开唱

买房应尽量避免这四大污染源
购房指南

资讯速递

““三分材料七分铺装三分材料七分铺装””,,
木质地板怎么铺才好看木质地板怎么铺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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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贴士
木地板，清新又自然，散发

出的温暖气息，让整个家都有一
种惬意的舒适感。就算随性地
坐在地板上，也不会觉得冰冷坚
硬。

俗话说：“地板是三分材料
七分铺装。”如果只是简简单单、
横平竖直地铺装木地板，那未免
显得有些单调和呆板。花样铺
贴既能让空间变大，又能让空间
变得灵动起来。那么，木地板又
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鱼骨铺设法，在日本被称为
矢羽根（箭头羽毛），这个名称来
自它类似箭羽的形状。鱼骨铺
设法和人字铺设法很像，但最核
心的区别就是单元块的形状。
矩形单元的，我们则称它为人字
拼，而菱形单元的，我们叫它鱼
骨拼。

鱼骨拼：中缝对称

人字拼：有错落感

人字拼通常是两个长方条
由上往下交叉而成，有些错落
感；而鱼骨拼则会头尾切斜
边，不会交错，可以想象成

“V”字形状，拼接形式如上图
这种有些中缝对齐的样子。

从工艺上来说，鱼骨拼要
更复杂，因为地板的两个短边
都要进行 45°的切边，铺装时需
要地板斜边整齐地进行铺设，
材料耗损也比其他地板铺法更
大，但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既复
古又有高雅感。

“步步高”，顾名思义就是一
步比一步高，有点类似阶梯的样
子，第一排起点方式可以随意，但
是第二排的起点就要比第一排的
多，第三排的要比第二排的多，以
此类推，但每一排多出来的那一
节长度都是相等的，只有这样才
能做出一步比一步高的效果。比
如：三六九铺装法，两块地板的短
边接缝位于上下两块地板的三分
之一位置，接缝整体呈阶梯状，比
较有立体感。这种方法可以有效
地减少损耗。

搭配风格：

步步高地板铺装方法也是一
种平面铺贴法，同样适用于各种
装修风格。

如果想要放大空间的视觉
效果，在地面装修铺设中，可以
试着选择把地板斜铺——对角
拼接。对角拼接通常是为了在
房间里创造最长的线条，从而使
得空间感更加开阔。

对角拼接斜铺铺设法是指
与墙边成 45度角的方式进行铺
贴，这种不同寻常的视觉走向，
仿佛是在室内做游戏，“调皮”之
余且带着自己的规律。

搭配风格：

这种拼接方法非常适合小
户型或户型不规则的居室，如公
寓和宿舍，置身室内的感觉仿佛
增大了几个平方。在空间上，特
别是儿童房，采用对角拼接斜铺
铺设法可以彰显出孩子满满的
活力感。

何必要按规律走呢？让瓷
砖与地板来一场激情碰撞！地
板不用铺的太准确，瓷砖可以很
动感！

通过瓷砖与地板的奇妙分
割，或是互相的渗透融合，激情
碰撞出花样美。

1、田字铺设法

工字铺

田字铺

田字铺法又叫复古形拼法或
者正方形铺法，将三到四片同等
大小的地板拼成一块正方形，然
后四个正方形加在一起，呈现出
田字的效果。整个铺出来，还有
点像编织出来的味道，与旧时人
们编织出来的竹篮花纹有些像，
因此也叫复古拼法。

相比于大开大合的工字型铺
设法，田字拼有种小巧灵动。看
似规整整齐，又不乏变化感。

2、人字形铺设法

3、鱼骨铺设法

一一拼法 二二拼法 三三拼法

四四拼法 田字拼法 二六拼法

搭配风格：

想使空间地面更具立体感，
更有情趣，那么千万别错过这种
画风活泼的人字形铺设法，它可
清新可大气可典雅，而且跟大部
分家居风格都很配……同样的，
各个空间都能使用。

不止如此哦！人字形铺设法
还有更厉害的花样：混搭不同材
质、颜色地板，打造出个性花纹。
不过这种方法有一定难度，如果
你喜欢时髦的家居装饰，那么不
妨试一试这些方法！

搭配风格：

相较于普通拼法，人字拼和
鱼骨拼的损耗更大，而且适合空
间比较完整的房间。

4、“步步高”铺设法

6、瓷砖&地板混搭拼铺设法

5、对角拼接斜铺铺设法

壁布是壁纸的升级产品，由
于使用的是丝、毛、麻等纤维原
料，价格档次比壁纸要高出不
少。

壁布还能节省刷涂料的过
程，避免裂纹的出现，同时还能
改变涂料单调的样式，让墙壁有
了肌理的效果。相对于壁纸和
涂料，壁布可以擦洗，如果旧了
或者不喜欢了，不用把壁布揭下
来，除非你想换种肌理效果，不
然直接刷遍涂料就可以了。

壁布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

选用的材料也是不同的，按材料
的层次构成可分为单层和复合
两种。单层壁布由一层材料编
织而成，或丝绸，或化纤，或纯
绵，或布革，其中锦缎壁布最为
绚丽多彩，由于其缎面上的花纹
是在三种以上颜色的缎纹底上
编织而成，因而更显古典雅致。

复合型壁布就是由两层以
上的材料复合编织而成，分为表
面材料和背衬材料，背衬材料又
主要有发泡、低发泡两种。

亚麻壁布、丝质壁布、大花

壁布、条纹壁布、羽毛花纹的壁
布，不同质地、花纹、颜色相互组
合成的花样百出的壁布。

不同区域需要使用不同壁
布，同样是单层或双层的壁布也
存在颜色、图案等差距。

壁布装饰在不同的房间，与
不同的家具相互搭配，就会给人
带来不同的感受。天然材料织
成的壁布，因其质地柔软，风格
古朴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
息，因而更适合用于装饰卧室。
但要注意选择暖色系，且花纹简

单、色泽纯净的款式，这样可以
令卧室更显温暖，营造出一个舒
适的休养生息的氛围。

具有良好吸音、隔音性能的
壁布，则较适合铺装在需要安静
氛围的书房。书房是人们沉静
思绪，激发创作灵感的空间，因
而较适合铺装冷色调，且花纹简
单，线条舒缓的壁布，这样不仅
可以避免眩光的发生，另一方面
还可以起到静音的效果。

无纺壁布挺括有弹性，色泽
也丰富，可以方便擦洗，适合用

在卧室或者起居室；缎子面料的
壁布更加高级，花样也更丰富，
柔软易变形，用起来有种古典雅
致的感觉，放在客厅非常合适。

玻璃纤维壁布是一种防潮
性能良好、花样繁多的壁布种
类，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而且不易
滋生霉菌，还能够适当地调节室
内的微气候。在使用时，如果不
喜欢原有的色泽，还可以涂上自
己喜爱的涂料来更换房间的铺
装效果。

壁布的分类与选购

搭配风格：

田字铺法是一个一个的田字
正方形，这种铺装方法立体感强，
很有视觉冲击力。在现代和欧式
家居中使用较多，喜欢北欧风格
和日式风格的朋友也可以使用这
种铺法，个性、立体的田字可以冲
淡北欧和日式风格的冷淡，同时
又以木头天然的特性让空间温馨
而具有亲和力。

人字形铺设法最早起源于法
国，这种低调奢华的铺法深受中
世纪欧洲贵族喜爱，许多著名的
欧洲宫殿都是采用人字形铺设方
法，如：凡尔赛宫、克林姆林宫、白
金汉宫等欧洲最著名的宫殿地板
装饰。

这种简洁典雅的纹理变化经
过岁月的考验，至今仍然能散发
出尊贵、雅致的迷人气质。而我
国旧时代的老上海、百乐门、十里
洋场也常常能看到人字形铺设的
地板。

人字形铺设法活泼多变，完
全打破了木质地板呆板厚重的印
象。拼贴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没
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还能拼出
非常独特的个性花纹。最常见的
有：“一一铺法”、“二二铺法”、“三
三铺法”、“四四铺法”、“方形铺
法”、“二六铺法”。所以“田字”铺
法在有些时候，也被划入其中。

注意：

人字形铺设法对地板的槽口
有要求，需要做成两种槽口，正槽
和反槽。因此在购买的时候，需
提前跟销售说明。还有，相较于
普通铺装地板5%的损耗率，人字
拼法损耗率为 7%左右。所以装
修的时候千万要算好使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