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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原中倩

以往大家装修家里的墙面，大多数
都是用乳胶漆或者墙纸。但是记者近
日在走访市场中发现，家装市场上硅藻
泥销售得很火爆，已经成为涂料、壁纸
之外的第三大墙面装饰材料。

不过，相比涂料和壁纸，有人并不
知道当下如此流行的硅藻泥到底好在
哪儿，有啥短板？

“会呼吸”的墙

在海口亚豪建材市场，记者看到，
有不少经营油漆和涂料的商家都有硅
藻泥卖，咨询兰舍、绿之舍等品牌的顾
客比较多。一家经营兰舍硅藻泥的商
铺老板王先生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
硅藻泥的销量越来越好，不少顾客都是
听说，或者看到朋友家里用这种材料来
装修，也跑来购买。比起好一点的涂料
来说，硅藻泥的价格并不高，一般成本
在每平方米200元至800元不等，根据

选择系列不同，价格有所差距，像中档
价格的系列，大约每平方米的价格在
500元左右，效果已经很好了。

据王老板介绍，硅藻泥是一种以硅
藻土为主要原材料的室内装饰壁材。
硅藻土是历经亿万年形成的硅藻矿物，
主要成分为蛋白石，富含多种有益矿物
质，质地轻软，电子显微镜显示其粒子
表面具有无数微小的孔穴，孔隙率达
90%以上。

正是这种突出的分子筛结构，决定
了它的独特——具有极强的物理吸附
性能和离子交换性能，并缓慢持续释放
负氧离子，能有效分解甲醛、苯、氡气等
有害致癌物质，因此硅藻泥具有消除甲
醛、净化空气、调节湿度、释放负氧离子、
防火阻燃、墙面自洁、杀菌除臭等功能。

小心墙“变形”

海口星艺装饰公司的设计师王忠
平告诉记者，硅藻泥不仅有很好装饰
性，还具有多种功能，尤其在减少室内

污染方面，是乳胶漆、壁纸等传统涂料
无法比拟的。由于硅藻泥是纯天然的，
施工过程中没有味道，还便于修补，所
以新家装修后，很快就能入住。

王忠平表示，要想从源头上降低装
修污染，实现完工即可入住，不妨选择

健康环保的硅藻泥壁材。
不过，他也提醒，硅藻泥遇上水易

变形，日常打理要小心。如果墙面脏
了，只能有针对性地处理，不能用湿布
擦洗，如果您在生活中不是很讲究，建
议还是选择涂料和壁纸吧！

一周样板间 设计师:贺伟
项目地址：皇玛花园别墅样板房
建筑面积：400m2

主要材料：仿古砖、铁艺、石材、墙纸等
设计说明：美式乡村风格注重简单生
活方式、强调手工元素和温馨氛围。
建筑本身开窗较大、采光明亮，墙面以
柔和的奶白色为主，运用大量木材、仿
古装饰，欧式风格的造型与美式乡村
风格的硬装造型并不唐突，巧妙结合、
线条简洁，比如拱门、壁炉、廊柱等。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
一口价，秒杀双11

迎战双11！沉浸在天猫双11促销活动的
你，不妨与岛内外购房小伙伴们一起来看看，恒大
海口文化旅游城也在双11期间“惠战到底”呢！

特价房，只有10套！

为满足广大置业者的期待，双11前后恒大地
产推出10套特价房，机会千载难逢！

面积73平方米-126平方米的户型，原价在
71.22万元到75.98万元之间，而在恒大地产双11
特惠活动中直降12.1万元到12.91万元！优惠后
的总房款低到59万元到63万元之间，让你轻轻
松松拥有超值花园美宅。

除了首付3万元，还送3万元到20万元的家
私，您还等什么？

拼的不只是价格……

中国十强房企恒大地产砥砺19载，践行民生
地产开发理念，在海口为世界旅居者筑就一座文
化度假城邦，开启“诗意旅居”全新境界。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周边环绕四万亩湿地
公园；生活圈内涵盖了餐饮娱乐、医疗保健、金融
教育等方面的城市生活配套；立体化交通网络，让
你出行便捷、生活无忧。138万平方米缤纷大城，
拥有逾45万平方米多功能设施：商业综合体、大
型商务集群、风情酒店、温泉馆、多功能会议中心、
博物馆、双语幼儿园等，集游、购、乐、商、文于一
体。项目始终贯彻“急业主所急，想业主所想，全
心全意为业主服务”的宗旨，以其鲜明的“三大特
色”——特色的保安队伍、特色的物业服务、特色
的社区文化，闻名于全国物业管理行业。

地址：海口市迎宾大道
热线：0898-36665333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西环高铁马上就开通了，以后到
海口只要一个小时，搭高铁上下班都来
得及！”儋州广物·雅拉湖畔项目的一名
销售人员这样对购房者说。

近年来，与海南东部房地产的迅猛
发展相比，交通成了提振海南西部楼市
的短板。这种状况将随着年底西环高
铁的建成通车而成为历史。海南实现
高铁环岛强烈吸引购房者，眼下西环高
铁还未开通，西部楼市已升温，搭西环
高铁进入快车道的“西楼”早就急不可
耐加速跑了。

“西环”建成之时
“西楼”瓜熟蒂落

据省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海
南西部地区完成房地产投资183.99亿元，

增长6.6%，占全省房地产投资的15%。
从这一组数据中便可以看出，西部

房产建设在提速，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
西环高铁的吸引力。“高铁开通，本身就
是一种机遇，相信今后西线的房产投资
价值会越来越凸显。现在，西环高铁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看房团，下订单的购房
者越来越多，我们儋州的项目雅拉湖畔
几乎不愁卖。”广物地产海南公司副总
经理刘东鑫说。

其实，国内和海南本土的一些知
名房地产企业早就闻风而至，不但在
西环高铁沿线不声不响地拿地，并且
分批分期有条不紊开发项目。除了广
物，恒大地产、鲁能、富力等大品牌房
企纷纷在西部布局。西环高铁途经的
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这
些市县的旅游地产和养老地产开发也
都开发得如火如荼。在“西环”进入建
设尾声之时，“西楼”也一个个拔地而
起，“瓜熟蒂落”。

西部楼市展雄姿
“西楼”销售节节高

高铁的开通，对于任何一座城市的
房地产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因素。
高铁效应已经在海南西部楼市显

现。根据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昌江、东方、临高等西线市
县房产销售面积均增长20%以上。

今年年初，恒大地产在昌江的恒
大·棋子湾项目就已经实现开盘热销，
当天现场聚集3000余客户，劲销3亿
元。同样，由于西环高铁在儋州白马井
设站，这里的楼盘几乎每天都有看房团
光顾。

“西环高铁对我们楼盘销售的带动
很大。”儋州中南·西海岸销售部一位销
售人员说，“今年9月，我们共卖了110多
套房，比去年9月增加了190%。特别是
西环高铁动工后，销售情况良好，业主来
自四川、江苏、上海、北京、新疆等地。”

除了热销外，西部楼盘还加大促销
力度，通过走出岛外推介以及开展各种
营销事件宣传，吸引人气，促进销售。

“现在海南房价平稳，加上西环高铁的
年底通车，临高楼市将迎来春天。”临高
县房产局有关负责人说。

海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静
认为，西环高铁建成之后，原有的地域
限制、空间限制将被彻底打破，城际之
间的联系往来更加便捷，进一步带动我
省西部经济增长。“一方面将改变当地
人的生活居住观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带
动沿线城市楼盘的热销，让进驻的房企
收获更大利益。”

搭上“西环”的班车，“西楼”的前景
一片光明。

今年双11，家居领域爆款产品的销
售同样火爆。比如，林氏木业推出的“欧
式高箱储物双人床1.8米+床头柜床垫
成套家具”活动，预订量已接近 2000
套。然而，对于家居电商来说，接下来他
们将面临规模庞大的物流和售后服务，
这也是他们多年未能解决的“痛点”。

据了解，每年双11后，有关家居产
品的消费投诉都会暴增。2012年，在天
猫上销售的顾家家居、曲美家具等品牌
家居产品，退款率飙升。2013年，天猫
双11家具销售的主要企业依然没有摆
脱类似厄运，畅销的家具品牌几乎无一

例外地遭到消费者差评。如全友家私
一款产品，在一个月的近 635 次评价
中，被评“质量粗糙”或“一般”的比例占
26%；建材类销售排名第二的欧普照明
的一款产品，在一个月内的上万次评价
中，被评“产品质量差”或“一般”的比例
占16%。

消费者的不满主要体现在送货、退
货服务及产品品质三方面。2014年，相
同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位在双11网购
林氏木业最畅销款布艺沙发的消费者
评价道：“感觉一般般吧！期望值高了
点。沙发比较小，不是家人喜欢的类

型。”另一位购买了该品牌真皮沙发的
消费者，对其送货环节颇有微词：“物流
让人哭笑不得，周日下午4点半送到地
级市的自提点，但自提点不让暂存货
物，必须尽快提走，这令我很不满意。”

尽管今年双11的投诉数据还没有
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物流、产品质
量、安装售后依然会成为投诉的重灾
区。双 11 在天猫上可以看到，某品牌
的爆款产品由于预订量太大，已将发货
时间推迟到12月15日。也就是说，消
费者在双 11 时付全款购买的产品，要
一个月后才开始发货。

此外，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遭遇
的损毁问题，既让消费者退换货时十分
麻烦，更令建材、家具企业“痛”到心
里。不仅如此，对于正在装修房屋的消
费者而言，商家拖延送货时间会导致工
程延误，增加装修成本。

据统计，目前消费者网购建材、家
具产品的满意度仅有8%。

如何“止痛”？今年双11各家居品
牌在促销的同时，显然在重视强化服务
环节、提高售前、售后、物流及安装环节
方面，行动力更强了。

（岳纲举/《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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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时代
升温房产家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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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双11，“心痛”不如行动

净化空气好帮手
烂泥真能糊上墙

硅藻泥，给家里空气洗个澡

装修也要“保修卡”
装修大功告成，高高兴兴乔迁入住。不久却

发现问题，地板变形、墙面开裂、卫生间渗水……
这可如何是好？

专家建议，装修前消费者应在合同中，与装修
公司约定施工时限、施工质量、保修期限、违约责
任等内容。装修结束时，记得向装修公司索取装
修保修卡、管线电路图、设备产品的保修卡，便于
日后维权。

按照行业规定，装修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不得低于两年。有防水要求的厨
房、卫生间和外墙的防渗期为五年。保修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1 装修质量有缺陷，如开裂变形、漏水渗水
等。

2 施工操作不规范，致使业主在使用中出现
故障、损坏，如跳闸短路等。

3 业主因人为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坏，如搬家
时磕碰等。

如果出现前两种情况，装修公司应无偿进行
返修；而出现第三种情况，也可让装修公司负责修
补，但业主应支付材料费和人工费。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换大房，将来打算再添一个宝宝？
意味着改善型住房销售现商机；不换
房，两个孩子如何分享一个空间？做父
母的在装修和家居布置上多动脑筋。
近期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为房地产
和家装行业增温“加柴”。

长远
惠及房地产业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长期来看，人
口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需求以及平
稳增长都存在明显的积极意义，而且人
口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缓解人口增长回落
对房地产市场需求萎缩的冲击。

以上海为例，2015年前9个月，三
房户型成交占比，首次超过二房，成为
市场中成交比例最高的户型。在2012
年之前，二房户型是市场上的绝对主
力，占比超过50%，这一现象自2013年
起发生明显变化，三房与二房占比差距
不断缩小，而2013年正是提出“单独二
孩”的时间点。业内预计，随着“全面二
孩”政策的落地，改善需求进一步释放，
消费者对三房以上户型，以及可灵活整
合房型的多种需求将不断增加。

眼下
利好家装业

“虽然再生一个孩子，可能得换更
大的房子，但目前一步到位的人也不会
太多吧。”王先生夫妇打算追二胎，考虑
到妻子已经36岁，“要生就得马上准备，
短期内哪里能换好房？”

王先生认为，仓促换房并不现实，
还要重新装修，“新装修的房子就算用
环保材料，也对孕产妇不合适。”改变居
住空间也不是个好主意。因此，王先生
选择对自己现有的三房进行合理改造，

“大屋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换。”
专家建议，如果不大动干戈，关键

需对家中房间的部分功能进行调整。
比如，将书房或者客房临时改作他用，
将封闭式阳台改造成临时工作间或者
书房，或者在客厅隔出相应区域。

“对儿童房格局最好重新设计。”有
家装行业资深人士表示，低成本迎接

“二孩”是可行的，在家中即将出现孕产
妇和新生儿的情况下，不宜大肆装修，
但是可以换掉部分家具。比如：将单人
儿童床换成高低床，既可以为未来的

“二孩”预留，也可以多出一个床铺，以
便于临时灵活处理居住问题。

（许蕾/南方日报）

物以“西”为贵，坐“西环”，上“西楼”

海南楼市迎来
“西市”之宝

预计今年年底开通的海南西环铁路，北起海口，南至三
亚市，经过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6个市县，全长
345公里，沿途设16个车站。之前，由于交通方面的局限
性，阻住了不少购房者的脚步，使西线城市纵使“楼盘
独好”，却如“养在深闺”，一直不如东线的旺。如
今，随着西环高铁年底的开通，海南西部房
地产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正所谓“火
车一响，黄金万两”，环岛高铁格
局的形成，让全岛“三小时生
活圈”即将成为现实，西
环高铁沿线房产
的盛景指日
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