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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楼市“哑火”

拐点真的来了吗？
历经3年多的房价上涨，房

地产市场似乎已经显现出一些颓
势。从9月中旬开始，久违的打
折促销活动开始在各地零星出
现，而到了国庆假期，这一现象
迅速扩大。但购房者并不买账，
观望情绪日益浓厚，一些城市的
房屋网签数据也显示出疲软态
势。

专家认为，2018 年楼市出
现了冲高回落迹象，打折或降价
现象很可能由点到线再到面扩
散。未来几年，不同类型城市的
市场走势也将分化。

量价齐走低 国庆市场
表现平平

6 万抵 8 万、首付可分期、
赠送价值 10万元的车位，这是
位于河北涿州、紧邻北京的某网
红楼盘近期推出的优惠活动，即
便如此，国庆7天假期，这一项
目的去化效果也并不理想。与其
同属涿州其他几个楼盘也有力度
不一的优惠活动，此前沉寂的首
付分期，也在多个楼盘出现。

由于严格的楼市调控政策，
环京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十分
沉寂。易居研究院此前的报告显
示，不管是房价下跌幅度还是库
存规模，大厂、香河、廊坊、燕
郊等部分环京城市都排在各城市
前列。

房价下跌在不少城市都已经
出现。住房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

大数据项目组 142个城市大数据
房价指数快报显示，与 8 月相
比，2018年9月，一线城市、准
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房价均有所
下降，“金九银十”的“金九”
基本落空。

上述报告称，9月份一线城
市房价环比下跌 0.27%，准一线
城市环比下跌0.345%，

二线城市房价环比下跌
0.506%，三四线城市房价环比微
涨 0.177%。不过，对于房价调
整的情况，中金公司最新的研报
认为，9月房价并没有出现普遍
下降，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房价
依然坚挺，出现价格调整的多为
前期房价涨幅较大的非核心区
域。

从成交量来看，中原地产研
究中心称，今年1~9月，热点一
二线城市的新建住宅成交量出现
了明显的同比下调，下降了
6.7%。9月份，有超过 6成城市
的交易量同比下调，楼市“金
九”成色不足。

对于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的表
现，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虽然市场整体平稳，但逐
渐出现了高位回落的现象。国庆
假期期间，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的新建住宅网签量分别为
235 套、 645 套、 656 套、 226
套。整体来看，与 2017 年同期
相比，今年的交易量有涨有跌，
一线城市延续了超过一年的低迷
成交量。

“网签数据相对滞后，加上
国庆节期间有很多城市的网签系
统暂停，导致数据缺失，但从最
近的市场表现来看，部分城市楼

市降温已经出现。尤其是个别城
市，还出现了因为降价而打砸售
楼处的现象。”张大伟说。

临近年底，在业绩和资金的
双重压力下，房企打折促销活动
在全国展开。根据 58安居客房
产研究院跟踪监测的全国 50余
个重点城市，目前已经有 10余
个品牌房企推出打折促销活动，
预计四季度房企降价的大趋势将
在更多城市和更多项目上得以体
现。“以价换量”项目越来越
多，成交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同
时，房价的下行压力会更为明
显。

市场信心消散 楼市走
势将分化

在房地产市场，向来都是
“买涨不买跌”，一旦降价成规模
地出现，势必影响购房者的信
心，观望情绪将有所增加。

山东的郭先生近期打算在济
南买房，但从9月下旬开始，他
在网上陆续看到一些楼盘主动降
价的消息，有的楼盘甚至有高达
数千元的降幅。虽然郭先生对这
些信息将信将疑，但也觉得可以
慢慢看房，不着急入手。

与郭先生一样，购房人心态
的变化并非个例。58 安居客房
产研究院发布的购房者和经纪人
信心指数显示，购房者信心指数
为92.8，环比下降5.7%；经纪人
信心指数为 102.9%，环比下降
2.3%。张大伟称，市场的博弈就
是情绪的博弈，而情绪会传染，
一旦预期心态崩了，市场的变化
速度可能非常快。

“多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
现冲高回落，房价调整开始从点
蔓延到区域，热点城市房价逐渐
下行，购买力很难再支撑市场继
续走高。”张大伟表示，热点城市
进入“卖不完”的时代，包括北
京、上海、杭州、南京、温州、
宁波等城市，库存均出现环比上
升，除少数热点刚需项目外，去
化率快速下行。

张大伟称，最近大量房企都
开始打折促销、加速回款，在这
种情况下，打折或降价现象很可
能由点到线再扩散到面。

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央行
发布了年内第四次降准。但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
波认为，此次降准维持了定向发
放的方式，依旧会严防资金进入
楼市，但不排除会有部分资金进
入房地产市场，对楼市产生利好
影响。不过，四季度房企的资金
层面压力依然较大，降准对于房

企融资的利好相对有限。
未来几年，面对国内外环境

的变化，不同类型城市的楼市表
现或将不尽相同。同策研究院发
布的报告认为，由于人口流入量
大、当前需求被压制，未来会对
一线、强二线城市市场形成支
撑，2018 年房地产市场量稳价
跌，2019 年量升，2020 年价格
上涨，但涨价空间有限；弱二线
城市在 2018 年量缩价涨，2019
年量稳，2020 年价格下跌，但
幅度有限。

同策研究院判断，在 2019~
2020 年，三四线城市市场趋势
分化，一线城市实行限购政策
后，需求外溢，都市圈内三四线
城市跟随上涨，但调控政策执行
较早、楼市进入深度调整期，未
来趋势与强二线城市类似；其他
三四线城市目前处于上升期，尽
管棚改工作进入后半场，未来仍
存在结构性机会。

本周头条

前两天，一条关于万科给
降价前购买厦门白鹭郡的业主
每户“退款 100万”的消息瞬
间引爆了地产圈。消息称，买
贵的业主只需要和开发商签订
购房补充协议，取缔之前约定
的精装修和赠送的车位等等，
相应降价部分约 100万，直接
抵偿按揭部分。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认为，一旦龙头房企选择就
降价补偿，那么必然会导致全
行业的效仿，这样所有项目都
会要求只涨不跌，购房者的投
机心理将愈加爆发。对于其他
开发商来说，也面临更大的压
力。如果降价，对老业主到底
补偿不补偿？大开发商还好，
对于国企、对于中小企业来
说，只能选择封盘。

近日，万科发布声明称，近
日网上传“厦门白鹭郡项目因
降价对前期业主退款”，此传言
不属实。该项目9月底之前签
约的产品原交付标准包含温泉
入户，但在推进过程中经反复
论证发现难以满足实际使用要
求，故该项目不引进温泉入户，
提供两种解决方案：或者是接
受变更补偿 20万元，或者是结
束原合同再进行赔偿。

房价降了真能退钱？

万科回应：不属实

楼市资讯

房价是很多购房者看房的
时候关心的第一要素，在房价合
适的情况下，购房者接下来需要
着重关注的就是如何在一个小
区众多房源中选择适合自己的
好房子。一般一个社区往往有
多栋楼，不同的楼栋楼层居住的
体验感舒适度也是不尽相同，什
么样的房源才是好房源呢？一
般要跟以下5个问题有关。

1、采光
首先楼间距不能太近，楼房

高度越高所需要的楼间距就应
该越宽，普通小区居住用房可以
用楼高:楼间距=1:1.2 比值计
算。如果楼间距过近，楼盘之间
的密度就很大，太阳能够照射到
的面积就越小，造成的后果除了
光线比较暗，大白天也要开灯之
外，还会让房间内的温度较低，
且比较潮湿。

住在一层的住户应该对此
深有体会，房屋的日照时间会大
大低于高层的住户，而且楼间距
过近往往会让前楼对后楼的通
风造成遮挡，影响后楼的正常通
风。

2、景观
小区中绿化好的位置更宜

居。绿化多的区域不仅视野开
阔，景观良好，还可以净化空气、
隔离噪音和粉尘，从而制造出良
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价格也较
高。如果楼栋所处的位置比较
好（没有较高的建筑物遮挡，楼
前有精心设计的小区景观），哪
怕是低楼层的住户也能享受到
较好的景观。比较注重生活品
质的购房者，选房的时候最好能
选择景观视野较好的楼栋。

如果在北方城市，冬天盛行
西北风向，夏季盛行东南风向，
因此若楼栋西北方向有建筑，东
南向有大片绿化的位置比较理
想。

3、出行
看房的时候，如果销售人员

说小区离某一地铁站或公交站
很近，那么必须仔细确认一下购
买房屋所处的楼栋，距离地铁站

或者公交站到底有多远？从小
区的哪个门进出比较方便？如
果是位于小区最里面的楼栋，尤
其是离大门较远的话，其实很难
真正得到生活上的便利。如果
购房者经常开车出入小区的话，
那么在选房的时候就要注意所
选楼栋与停车场的距离，不然到
了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时会严
重影响出行。另外注意把握好
房源与车库的出入口、小区内的
交通干道或者靠近马路等位置
的距离。

4、生活
现在很多新区的小区面积

都很大，尤其是分多期开发的大
体量楼盘，开发商都会建设生活
配套比如运动器材、垃圾箱、超
市、药店等，但是这些配套设施
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一栋业主的
需求。

因此也要考虑和社区内配
套的距离问题，距离要适度，既

不能太近太不能太远，如果去超
市买一袋盐还需要走十几分钟，
确实就有点影响日常生活了。

5、污染
小区内的各种污染源问题

也要重点关注，在购买新房时
尽量不要买距离各种污染源近
的房子，如噪音污染、异味污
染、灰尘污染等。尤其是小区
广场可能会有广场舞等活动的
情况下，噪音污染会比较严
重，还有距离高架桥较近的房
子灰尘污染会比较严重。所以
远离街道、远离小区广场的房
子才是人人想要的抢手好房，
但是这种房子一般会高于小区
内的其他房源。

此外，离小区大门或边门近
的房子、离垃圾回收站、加油站
近的房子，也都最好不要买。因
此，为了日后的生活质量考虑，
经济实力足够的话还是建议选
择更具有舒适度的房子。

一个楼盘有那么多房源，如何选？
购房指南

平均单价：8320元/㎡
户型平均面积：123㎡
总价：约102万元

（截止到 10 月 12 日，数
据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 丹阳楼市行情 ●
丹阳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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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咨询：家里的墙面为何会出现竖向开裂？
装修师傅：如果可以明确知

道墙面开裂的裂纹走向，这就
说明是墙面的基层开裂，而不
是乳胶漆层开裂。比如是横向
的，或者是竖向的，只要是规
律的开裂，一般情况下都是基
层开裂导致的。乳胶漆本身的
裂缝是龟裂纹式的，并不会出
现规则走向的裂缝。同样的还
包括硅藻泥，也是龟裂式的，
而不会出现规则性的开裂。凡
是有规则性开裂的地方，而且
是横向或者竖向，那么多半是

墙体交界处导致的问题。比如
下面做过水泥开槽 （走电或者
走水），或者门框周边，或者有
施工洞等等的地方。如果是有
一定走向性，但不是横向也不
是竖向，而是某种弧形，且又
深又长，那要考虑的原因是水
泥层可能有结构性开裂。对这
种开裂要重视，这是会影响楼
房整体质量的。所谓危房，就
是指这种结构性开裂非常多的
楼房，不能再住人了。

业主咨询：装修房子用什么油漆好？

设计师：如果是木质家具重
新刷漆，可以选择木器漆。木器
漆按照光泽可以分为哑光、半哑
光、高光，多用在地板以及家具
上。相对来讲，木器漆施工方
便，不容易产生气泡等问题，耐
水性优异，还防锈。它的污染很
小，算得上是环保性家装油漆材
料。不过它硬度低，一旦遭遇刮
擦就会留下痕迹。

乳胶漆是一种水分散性家
装油漆材料，以合成树脂为基
料，干燥速度快、耐碱性能好，漆
膜坚硬、表面平整，装饰效果极

强。而且乳胶漆的颜色附着功
能很强。

外墙漆是用在外墙的家装
油漆材料，但是它有时候也可
以用在卫生间，因为它的防水
性能非常强，同时能够抗污以
及自洁。

防火漆是一种阻燃涂料，主
要成分有成膜剂、阻燃剂以及发
泡剂等。将它用在家庭装修中
可以减少火灾隐患、保护家庭财
产。这类油漆涂料主要有三大
类：饰面防火漆、木材防火漆以
及钢结构防火漆。

设计师：地板发霉分为表
层发霉和内部发霉，处理方式
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表层发
霉，可自制清洁剂(温性漂白水
和水以 1:3的比例混合，漂白水
浓度不要过高)，找到发霉处，
用软毛布沾上清洁剂进行擦拭；
也可用砂纸打磨发霉处，以重
新喷涂的方式来修复。如果是
内部发霉，且只是几块地板发

霉，就把它们拆掉，更换地
板。因为内部发霉意味着要腐
烂了，表层修复好也是治标不
治本的，最终还是会发霉腐
烂，这种几块地板发霉的主要
原因是防水工作没做好，或者
是地面没干透就铺了地板。如
果是整片整片的地板发霉，那
没别的方法了，还是得把地板
全拆了重新装。

业主咨询：地板发霉变黑怎么办？

教你如何机智地选空调
还在纠结选风管机还是中央空调？

很多师傅都会建议铺地砖波导线，说这样会让家里更显高级，
还能省瓷砖，所以更省钱，但实际上——

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即使已
经做了很多攻略，但是对一些
细节比较复杂的项目还是会摸
不着头脑，尤其是铺地砖，业
主很可能会被装修师傅牵着鼻
子走，很多师傅都会建议业主
铺地砖波导线，说这样会让家
里显得更高级，还可以省下不
少瓷砖，在无形中能省下很多
钱。

只是，波导线到底是什
么？家里装了波导线就一定好
看吗？答案是不！在有些情况
下，家里装了波导线只会产生
一种乡村气息，但也有装完之
后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所
以，到底什么情况下适合装波
导线？波导线该装在哪儿？装
了到底能不能省钱？

其实，波导线也叫波打线，
也有花边或边线等叫法，名字
听起来或许陌生，其实大家都
见过，它一般用于玄关、客厅和
餐厅的地面。

波导线的作用

装饰地面：只有地砖难免
会显得比较单调，有了波导线
的装饰可以增强地面的层次
感，让整体显得更有格调。

区域划分：波导线和一般
的地砖有很明显的区别，它可
以划分区域，增强空间感，还有

加强视觉层次感的作用。
增强主题：波导线有很多

种风格，根据自己家的装修风
格挑选，才能突出风格的主题。

如何判断自己家是否适合

波导线？

可以从户型面积来判断，
大户型一般都是适合做波导线
的，因为波导线不仅能提升整
个空间的立体感，还能从视觉
上隔开各个区域，拼花波导线
能提高美感。但是对于小户型
来说，波导线会使整个区域显
得拥挤，甚至杂乱。所以，如果
你家是小户型，还是要慎重考
虑一下。家里不打算铺地毯
的，也可以选择铺波导线。

波导线的宽度怎么选？

单波导线简约精致；双波
导线有层次感；不规则的波导
线可打破常规，效果会更加生
动；花样波导线高贵典雅，富有
韵味。波导线的宽度一般控制
在 10cm~20cm，如果客厅面积
特别大，可以考虑做双波导线，
不过最好不要超过 20cm，因为
太宽就不好看了。

装波导线真的更省钱吗？

买瓷砖的时候，导购一般
都会建议做波导线，说可以节

省10%的瓷砖，实际上并不是这
样的。贴瓷砖的时候，施工师
傅一般都是从墙角回字形往里
贴，如果要做波导线，就相当于
又分隔出了一个空间，需要裁
剪的瓷砖会更多，所以装波导
线会更费砖，也更费时间，完全
不划算。

波导线能装在哪些地方？

走廊、玄关

一般情况下，走廊和玄关
都是沿着墙边做波导线，这样
走廊和客厅的空间划分会比较
明显，同时如果两个地方用不
同的方式铺贴瓷砖的话，会看
起来更漂亮。

客厅

对于很多欧式、古典风格
的家庭来说，如果地面打算铺
瓷砖，一般都会搭配波导线，这
样看起来更大气。客厅波导线
非常考验师傅的手艺，既要考
虑到瓷砖斜铺和切角，还要考
虑客厅布局，如果家里有电视
柜，波导线要空出电视柜的距
离，如果电视直接上墙，波导线
可以离墙近一些。

餐厅

餐厅也能装波导线，不过
需要注意餐椅拉出来后的空间
大小，餐桌椅要尽量包在波导
线内。

厨房

波导线沿着橱柜在地上铺
一圈，也是很有质感的。

卫生间

在空间够大的情况下，卫
生间也能根据功能分区在地上
铺一圈波导线。

（综合）

铺地砖铺地砖波导线并不划算波导线并不划算

咨询热线：13952831525

中央空调——一拖几 风管机——一拖一

↓

一直有人询问风管机的知识
点，由于不了解，所以很多人都会
在风管机和中央空调之间徘徊，
不知道怎样选择，今天就为大家
做一次深度解析。

什么是风管机？
风管机是中央空调的一种，

它的工作原理是以空气为运输介
质，将新风冷却（制冷）或加热
（制暖），通过回风口送入室内。
由一个外机和一个内机组成，形
成一拖一的系统。与中央空调的
其中一个区别就是：风管机是一
拖一，中央空调是一拖几。

有人可能会说：“风管机外
机那么多，根本没地儿放。现在
的开发商，留一个中央空调外机
的位置就不错了。再说了，外机

多，噪音也大。”这样说来风管
机好像并没有什么优势，那为什
么还会受那么多人的青睐呢？

风管机、中央空调、普通
空调（柜机、挂机）的对比

颜值

风管机和中央空调在颜值上
是打平手的，不考虑外机数量，内
机都是由出风口和回风口组成，
直接嵌入到吊顶里。与立式柜机
和线管裸露在外面的挂机相比，
颜值肯定更高。

风管机=中央空调＞普

通空调

噪音

噪音的影响因素有空调品
牌、型号、配置甚至安装，因此，没
办法单一的评价。不过，一般来
说，中央空调的噪音最小，风管机
的定频噪音＞变频。

普通空调＞风管机＞

中央空调

舒适度

风管机和中央空调的出风量
是固定的，比如 1匹的出风量是
480，2匹的出风量是 800，3匹的
出风量是 1000。内机的匹数越
大，出风量就越大。而且是 360
度的立体送风，所以体感更舒适。

风管机=中央空调＞普

通空调

工作状态

风管机是一拖一，跟挂机类
似，但颜值上略胜一筹。中央空
调是一拖几，如果是1拖5，就是1
个外机拖5个内机。那么各自的

缺点也就显露出来了。
1.风管机和挂机的室外机数

量较多，占用外墙空间多，且不美
观。但是，一个风管机和挂机的
室外机坏了，并不影响其他的机
器正常工作。

2.如果中央空调的室外机坏
了，所有的室内机就全都罢工
了。这要是在夏天，室内没有冷
气会很不舒服。

风管机=普通空调＞中

央空调

价格

从购物网站上搜索一下，可
以发现，风管机的价格低于中央
空调，它在价格上的优势还是比
较大的。

中央空调＞风管机≥

立式柜机＞挂机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风
管机在颜值上媲美中央空调，价
格上又与普通空调趋于一致，性

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风管机和其他空调搭
配使用

风管机和中央空调的匹数是
根据室内使用面积计算的，虽然
匹数越大，出风量越大，但是，并
不是匹数越大越好。1 匹的制
冷/制热面积是 12㎡左右，所以，
一般卧室用一匹足够了。客厅面
积在 30~40㎡的选择 3 匹就行。
预算不足可以考虑客厅风管机、
卧室挂机。

客厅是门面，风管机相当于
一个隐形的存在。要注意的是，
风管机需要吊顶安装，如果层高
低于 2.7m 的可以采用局部吊
顶，这还能在无形中提高客厅的
层次。或者也可以用防腐木把风
管机包起来，效果也是不错的。

预算充足的选变频
不管是哪种空调，变频都会

贵一些，但是，舒适度会较高。还
有一个原因，变频空调使用时间
越长越省电。

总之，有钱有有钱的装法，没
钱就尽量把性价比提到最高。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