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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的垃圾应该怎么处理？
最近引发火热讨论的话
题，依然是垃圾分类“强制时
代”的到来，而且有新闻称，
除了已经开始的上海，接下来
46 个重点城市马上也要实行垃
圾分类了！
垃圾具体怎么分类当然是
要搞清楚的。但在家居装修领
域内，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
则是厨房设计，毕竟这是每天
最容易产生出大量垃圾的地
方，而且特别容易藏污纳垢。
今天就教你厨房究竟该如何设
计，轻松解决垃圾分类等常见
问题！

中国家庭不能用垃圾处理
器？
除了含有大量粗纤维的食
物，垃圾处理器可以处理绝大
多数食物垃圾，比如：小骨
头、鱼头、玉米、蛋壳、坚果
壳等等。让人下厨房的时候，
不用再考虑垃圾到底扔在哪，吃
完的剩菜也可以轻松搞定，
统统
倒水槽打碎冲走就可以了，
非常
方便，
更干净，更健康。
很多人说中国城市管道通
径小，使用垃圾处理器，是否会
很容易就堵塞了下水道？面对
这个问题，选择一款质量好的垃
圾处理器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且
垃圾处理器绞碎的固态残渣，还
能刮掉管壁上附着的油脂，
管道
反而更易疏通。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装垃
圾处理器。需要满足 6 个条件：
1.物业明确规定不允许安装的
小区，就不要强行安装了；2.下
水道不能老化、弯道多、易堵塞；
3.水槽口径要大于内径 90mm、
外径 114mm；4.水槽下的空间足
够大，且没有漏电隐患；5.不经
常下厨的，没必要安装；6.使
用时需要大量的水持续冲刷。
那么问题来了，垃圾处理
器该如何选择呢？要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使用寿命：交流电机与直
流电机相比，使用时噪音小运
行平稳。但启动力矩低，机身
重量大，遇到坚硬食物也更容
易卡住，使用寿命受碳刷和换
向器的限制。直流电机重量
轻，启动力矩大，遇到坚硬食
物会增加扭力，美中不足便是

噪音较大。
功率问题：厨余垃圾在功
率 800W 的垃圾处理器在 5 级研
磨和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作
用下，可被处理成 2mm 左右的
颗粒，
此颗粒密度小于或接近水
的密度，在流动过程中减少沉
积。
噪音问题 ：对于垃圾处理
器，很多人都担心它在工作的时
候，噪音会很大，其实对于这点
我们无需太担忧，
因为机器是安
装在家庭厨房水槽底部的，
而一
般家庭里的水槽是密封式的，而
且有些垃圾处理器还采用了超
低音设计，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
生活。当然如果你对声音很敏
感，在购买之前，可以进店体验，
看看它工作时的声音是否能承
受。
有人会担心垃圾处理器可
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实际上垃圾
处理器提高了垃圾干湿分离率，
降低了垃圾整体含水量，
反而对
环境有益。真正有待进步的是
污水处理厂，日本 20 多年才把
垃圾分类问题解决，我们也不可
能做到一蹴而就，
整个垃圾处理

的体系，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进
步的部分。

厨房其他垃圾怎么办？
除了垃圾处理器解决大多
数的厨余垃圾，
厨房不可避免的
还会出现塑料袋、保鲜膜、包
装纸、破碎的碗碟等等垃圾，
如何处理这些呢？记住以下 3
招，储藏、收纳、扔垃圾这三
大厨房问题轻松解决！
1.给垃圾桶让个地儿
厨房垃圾桶还是需要摆放
至少一个的，具体怎么放就是
个技术活了。
首先，现代厨房应该拥有
更多元、更细致的功能区域划
分，例如中餐料理区与西餐料
理区的分隔，还可以设计专门
的咖啡区、调酒区、烘焙
区...... 满 足 不 同 的 备 餐 需 求 ，
也能知道厨房到底需要放置几
个垃圾桶了。
其次，嵌入式厨用电器更
节省空间，可根据每个人的不
同需要，把冰箱、烤箱、微波
炉、洗碗机等厨房电器，嵌入

在橱柜中的适当位置，此方法
适用于厨房电器使用率和数量
稳定的家庭，需要装修前期就
对厨房使用情况进行较为严密
的规划。
2.让垃圾桶完美融入厨房
方法 1：可以选择带有拉
篮或者侧拉柜的橱柜。
“见缝插
针”地利用好厨柜的边角空
间，整体也更加和谐美观。在
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滑轨应
该承重能力强且经久耐用。
方法 2：利用水槽下方空
间，这个区域因为过于狭小，
以及由管道而造成畸形空间，
很难得以充分利用，放个垃圾
桶，不仅大大提升了空间的利
用率，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方
便。
3.尽可能减少厨房垃圾
减少垃圾的制造，才是解决节
能环保的根本。如何尽可能的
减少厨房垃圾呢？
方法 1：厨房空间的“干
湿分离”
。总说卫浴间要干湿分
离，其实厨房空间也要进行
“干湿分离”，将同类物品放在
一起，例如电器、碗碟、调味
料、厨房用纸等等设计专门的
区域放置，在使用的时候不会
互相干扰污染，避免造成垃
圾。还要将易潮湿物品进行密
封处理，保持通风透气，可以
减少物品发霉变成垃圾的可
能。而且一定要注意经常打扫
厨房，尤其要注意垃圾桶和边
边角角的地方，及时清理，才
能更加干净。
方法 2：展示收纳法。不
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柜子
外，应该是一开橱柜柜门或者
冰箱门，里面的东西一览无
余，这样尽可能的避免重复购
买，而且一旦食物被遗忘而慢
慢变质，后果真是“不堪设
想”
，同时也可以缩短寻找东西
的时间，提升物品的使用率和
空间的利用率。
需要注意利用好墙上空
间，适合放一些常用且颜值高
的厨房用具，这样取用更加方
便，同时能够彰显出居住者对
生活的独特解读，为空间赋予
个性时尚的气息。需要着重注
意的是：摆放出来的物品，色
彩和风格需要与空间整体保持
协调一致。

设计阳台，
这些
方案能给你灵感
自定制家具兴起以来，把装
修设计提高了好几个层次。就好
比我们的客厅阳台，有一个合理
的设计方案，不仅有高颜值，还特
别的实用。小编整理了一些将客
厅阳台打通的设计方案，希望能
给到大家设计的灵感。

客厅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习惯
的变化，客厅也不仅仅承载会
客休闲功能，我们可以根据自

身需求打造适合自己的家庭活
动中心，
比如家庭图书馆。
在原来电视背景墙的位置
安装书架，搭配简单的椅子，就
可以变身阅读区。
如果阅读办公是你在家经
常做的事情，可以将客厅的沙
发、茶几彻底搬走，摆放大张桌
椅，一家人都可以在这里学习
工作。
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就
是在客厅角落设计工作区，有
简易的办公桌和书架就行。想
要和会客区有所区隔，可以安
装玻璃隔断或者搭建地台。

3、
税是大坑

将客厅全打通，作为一个休
闲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书桌，
放绿植的搁架，地板铺上地毯，
再设计一小吊床，一个比较梦幻
的休闲区，在这里呆着别提有多
惬意了。

餐厅
餐桌也可以成为书桌。在
餐厅背景墙上安装书架或者摆
放书柜，不用餐的时候就可以
在这里学习办公。

本周头条
近日，
丹阳一起“法拍房”
案
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竞买人花
了 62.4 万拍下一套房屋，
但一直
没能拿到房，中间各种曲折，最
终，
法院以远低于房屋正常市场
价为由，撤销了本次拍卖行为。
那法拍房究竟是
“捡漏”
还是
“入
坑”
？

客厅阳台全打通之后，设计
一地台，摆上桌椅，后在阳台左
右两侧分别设计一个书柜。在
工作之余看看书，累了品品酒，
这生活着实享受。

客厅阳台半打通，阳台放上
餐桌椅，可直接作为一个餐厅空
间，想想饭后能呆在原地静静地
看看窗外的风景，也是很享受的
一件事情啊。

卧室
卧室安静，很适合在这里
打造办公区。一般，我们会在
卧室的角落，尤其是靠窗位置
摆放书桌，墙面可以安装书架
或者搁板，收纳书籍。有一间
卧室可以采用书桌、衣柜、榻榻
米一体化设计。这样，卧室集
休息、收纳、办公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
大大提升了功能利用率。

法拍房，
“捡漏”
还是
“入坑”
？
付巨额违约金。

小户型也能有书房，方法很简单
很多小户型业主想要在家
里装个书房，但是空间有限，没
有专门的房间做书房。今天，
我们就来说一说小户型如何挤
出一间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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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客、休闲与阅读为一体
的设计在客厅阳台上也可以实
现。看上图，在阳台设计地台，
榻榻米（榻榻米装上升降机），再
设计一书柜就可以啦。

1、
法拍房真的便宜吗？
价格便宜是大家买法拍房最
重要的理由之一。
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早在
2012 年就已经上线，
真正被关注
是 2014 年。那个时期，楼市低
迷，
大部分法拍房要三拍才能成
交，
像杭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也要
二拍才能成交。随着楼市回暖，
加上法拍房这块肉被很多人盯
上，2016 年之后住宅类法拍房，
只要地势不差基本上一拍就可
以成交，
而且普遍高过起拍价，
尤
其是改善类市区次新房，
都是被
哄抢，
成交价能达到市价的80%~
90%。在楼市最火爆的时候，还
出现过优质房源成交价,高于二
手房成交价的现象。
赚大钱，
都要悄悄的，
一旦公
开了，
成了人人皆知的秘密，
那基
本就赚不到钱了。法拍房就是
这样，
如今围绕它，
已经有了一套
完整的产业链，
有多少双眼睛每
天盯着屏幕，
刀已磨好，
就等着肉
上板了。
举个 2018 年的真实案例，
有
位深圳男子通过法拍的方式，
买
一套市价550万的学区房。
原本以为只需要花 369 万就
能捡到的便宜，
在计算税费后，
反
而变成了超611万的烫手山芋。
这么高的税？原来这套房子
原先由公司持有，
登记总价不足
5 万，
与成交价相差太大，
所以按
差额的60%收取土地增值税。一
笔账算下来，
赔死了。

后悔了？不买了？那是有成
本的，
25万保证金可不退。
法拍房表面上看着便宜，
实
际上隐含的东西太多。计税这
种事儿都不算事儿，
最难的是前
期的调查和后期的收房，
因为法
拍房这个产物生下来就是伴随
着风险。
法院一般会明确告知：
本院不负责过户和腾空入
住；
税费等相关费用具体明细请
自行前往相关单位查询；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本
院不承担变卖标的瑕疵保证。
没错，
法院就负责卖，
其他一
概不负责。

2、
风险究竟有多大？
法拍房相当一部分，
会有一
些瑕疵。所谓瑕疵，
在我看来，
有
三个点非常棘手，
会让买家想死
的心都有。
一是原房主不肯搬。
最高法专门出台过，
唯一住
房是否可执行的司法解释，
如果
被执行人确实只有这一套房可
住，
就不能强制执行。最麻烦的
是，
里面还住着老弱病残。这样
的房子即便买下，
也没办法实际
占有，
打110都没用，
可以说是买
法拍房最臭名昭著的风险。所
以，
最好不要碰非空置房。
二是存在多头债务。
做尽调的时候，
要注意委托
拍卖的法院是第一手直接查封
房屋者，
还是轮候查封者，
关注是
否被其他机构查封。最麻烦的
是，
房子抵押给了高利贷，
查也查
不到，
最后真有可能上演电视上，
在你家门口泼油漆的事情。
三是带租拍卖。
这是常见的猫腻，
说一次性
付了10年租金的，
都是老赖设计
的骗局，
依据民法买卖不破租赁
的原则，
竞买人取得房屋所有权
后，
不能对抗租客的租赁权。所
以根本没办法赶租客走，
除非支

转让和受让两家的税费，
都
是由竞买人一人承担，
这个大家
应该知道。在税费方面，
各地的
情况是不一样的，
每个案例的情
况也不一样。就拿住宅来说，
个
人和个人身份交易相对简单，
竞
买人非首套要承担3%的契税，
被
执行人如果不满五或者不唯一，
还要承担3%的个人所得税，
以及
增值税。这些相对透明，
总体来
说，
法拍房的税费跟新房差不多。
什么才是不透明的呢？上面
我们提到，
房子如果原先由公司
持有，
被个人拍下，
那就要交土地
增值税。如果房屋上次交易属
“非夫妻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予或
继承”
，
那么再次过户会产生20%
的个人所得税。原业主未缴纳
维修资金，
这笔费用同样也由竞
买人承担。另外，
该房屋前业主
拖欠的物业费、
水电费、
燃气费、
宽带费、
有线费等欠费，
均由竞买
人负责承担。

4、是不是法拍房就真的不
能碰？
至少外行别碰，
千万不要一
味抱着捡漏的心态去买法拍房。
找中介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必须
是绝对专业的。有些是还是要
靠自己去跑去查。工作日白天
去一次，
晚上去一次，
周末也白天
去一次，
晚上去一次。多问物业
和邻居。遇到特别便宜的房子，
最好别碰，
毕竟盯上法拍的都不
傻。外地法院的案子要小心，
网
上都能查到案情，
最好研究一下，
公告和标的物介绍必须反复看。
直到产权证拿到手和住进房
子，
才算法拍完全成功！
总结：
法拍房不是不能买，
而
是一定要防范各种陷阱，
亲自调
研清楚，
避免买了个大坑。其次
要知道，
法拍房早已是一个专业
市场，
高手太多，
不大容易捡到明
显的便宜货。把预期放低，
能比
二手市场便宜一点，
就很好了。

● 丹阳楼市行情 ●

平均单价：8581 元/㎡
户型平均面积：121㎡
总价：约 104 万元
（截止到 7 月 12 日，数据
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阳台
在阳台打造小书房的前提
是，你的衣物有可以晾干的地
方。如果不冲突，可以考虑改
造阳台。阳台书房，一般是在
一侧安装书桌、书架。或者是
沿着窗户搭建木板，做个吧台，
平常除了办公，也可以坐在这
里休闲放松，享受一段惬意时
光。

看了以上的客厅阳台案例，
你们有没有从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设计方案呢？其实这种将客
厅阳台打通的设计，还是很适合
小户型的，有扩大空间的作用。

7 日晚，
“天怡房产 35 周
年庆典晚会”在中华美食城
小广场举行，天怡房产的业
主代表及周边市民近 400 人
来到现场观看晚会，图为晚
会现场京剧表演。
（记者 李
潇 摄）

投资买
“楼王”
？
我劝你慎重！
购房指南
很多人在好不容易攒到钱准
备买房的时候发了愁，买房的选
择性实在是太多了，往往就会感
到迷茫无助。有人说，想要房子
升值，买房要选“楼王”房！一
般来说，“楼王”占据着小区中
心的位置，各方面条件俱佳，户
型、环境，往往是小区中最优的
一栋，其中尤以景观为评定楼王
的最关键要素。
那我们买房，到底要不要买
楼王？
1、什么是楼王？
楼王的概念，原本内地是没
有的，词汇来源是香港，原是指
楼房顶层面积最大、定价最贵的
户型。
现在国内“楼王”的概念一
般是指：占据着小区的中心位
置、或者能获得绝好的景观视
角，它一般具有超大楼间距，拥
有社区最为宽阔的视野和最好的
景观。
但是现在市面上也存在着很
多“伪楼王”
。
如图中的最高的那栋楼，看
似左搂右抱，坐拥中轴线，但是
它并不是真正的楼王，从综合上
来看它前面一排的两栋楼相对来
说更好一点，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栋伪楼王“貌似”沿街。
2、楼王有哪些特点？
贵
楼王之所以是楼王，就是因
为人家有足够的底气贵！
！
一个小区那么多栋楼，有靠
马路边的，有离小区出口远的，
有采光户型不好的，当然也就有
要啥有啥的“天之骄子”。就好
比上学时候，一个班各种类型的
学生都有，但总有一个各方面都
超级优秀的同学，我等学渣只能
仰望。如果有一天他 （她） 主动
提出要和你谈恋爱，你会拒绝
吗？是我我当然不会！但让对方
主动的前提，也是我需要拿出足
够的实力去匹配对方。
放在买房上，更简单，就是
钱到位，只要经济实力允许，就
果断选楼王吧！
景观好
我为什么把景观放在第二个
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大部分小
区，虽然一开始都宣称绿化率达
到 40% ， 但 是 正 儿 八 经 落 实 下
来，可能只有少数。试想一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你打开
窗，一栋栋高楼挡着光，几根可
怜兮兮的青草一把手数的过来，
心情必然大打折扣！但如果打开
窗，一眼就能看到楼下的青草绿
树，喷泉碧湖，一整天心情都是
美美的。
所以，楼王往往占据着“绝
佳”的视野，与其他楼间距比较

宽，小区里的花园、绿地等各种
景观尽收眼底！
楼位好
除了景观好，每天养眼睛，
安静无噪音也非常非常重要！
靠近马路的楼栋不仅有噪
音，而且灰尘很大；靠近广场
的，虽然热闹，但是前提是你能
接受每天早晚雷打不动地听广场
舞神曲……所以，楼王讲究的楼
位，绝对是整个小区最核心的位
置，临近公园景观，门口便利店
以及幼儿园等生活资源，同时还
和小区大门口保持合适的距离，
不远也不近。
注意：如果一进小区门两分
钟就能到的楼栋，绝对不是“真
楼王”
。
品质好
楼王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品质好！这里的品质好，一
定是户型超级好，功能超级棒，
绝对的坐北朝南，空气流通！就
连梯户比都有特殊对待，一般都
是一梯一户、两梯两户或者两梯
三户，保证每个房子都有充足的
采光及通风。简而言之，就是如
果买的起，就没啥毛病！
所以，开发商们往往把楼王
放在最后建设，首先卖掉靠马
路，瑕疵最大的楼栋，再卖稍微
好点了，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压轴
卖。
3、楼王到底能不能买？
如果你是自住
有预算，那么就挑选楼王位
置的房源，准没错！毕竟楼王在
小区内享受到的资源都是最好
的，从景观到楼层各方面。
如果你是投资
那就要慎重考虑了。当房子
进入二手市场的时候，卖二手房
的差价一定是小于当前买楼王的
时候的差价，同时楼王也会是一
个小区中涨价最慢的一个存在。
因为，楼王的升值空间和潜力，
跟同小区其他房子相比，其实是
处于劣势的。
打个比方：你一万五买楼王
的时候，可能同小区其他楼栋均
价一万三，等过几年，整个小区
均价都涨一万六了，可能你的楼
王，还是一万六，并没有因为它
是楼王就比别的升值更快！
最后，对于买不起楼王的普
通购房者来说，不妨看看小区里
其他楼栋的房子，只要性价比
高，没有太大毛病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