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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课堂

楼•热点

在 总 体 布 局 方 面

家居装饰中的
色彩搭配学

粉嫩色
粉嫩色系是十分有活力、十分欢乐的色系，

有益于人们贯穿连接健康心态。粉嫩的色彩意
味着可爱、爱意，在孩子们没法用说话来获得、
表达爱意的时候，这样的色彩搭配使他们感受
到爱的存在，从而感觉安全、幸福。粉嫩的色彩
搭配不但让人拥有更多“爱的感知力”，还会激
起人潜伏的爱意，也就是说，这是“恋爱的色
彩”。

在粉嫩色系的色彩搭配居室里，人会感受
放松、平衡，从而更敏感地发现细微的感情，并
期望与家人有爱的交流——这也就是该类色彩
特别适合用于卧房色彩的原因。

暖色系
夸大中性、暖和的暖色搭配方案可以营

造温馨、舒适的家居氛围，十分利于安抚人的
情感，给人安全感，并加强家人与家人之间的
感情交流，拉近彼此距离。对孤僻的家庭成
员来说，利用暖和的暖色可以降低他们的防
卫意识，消弭对他人和环境的回绝与防备。

在选用此类色彩的时候，要留意它们的暖
和指数，不要过于饱满的暖色和过于厚重的装
饰效果。

兴奋色系
兴奋色系的光波长，可以更轻易刺激到

人们的视觉神经，将色彩中令人兴奋的成分
反射至人脑中，并增加人们的活力。这一类
的色彩更能发生阳刚、积极与开阔开朗的心
理影响。兴奋色可以给人带来更好的食欲，
配以清爽色餐具，则可使就餐环境加倍舒适。

天然色系
安全的天然色系就是指那些来自天然界

的色彩，浅赭色、浅砖色、米白色等，来让人感
觉可以依靠。

安全的天然色系一向意味着包涵与安抚，
乃至有时候被利用在催眠和镇痛方面，让人感
觉轻松、安全。近年来,人们压力较大，在居室
墙面或地面利用这样的色彩，可令人们紧绷的
神经放松下来。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
式不断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了人
们对待房产的态度。人们现在越来
越关注“品质”二字，高品质居住体验
成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追求品质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落实
到住宅的每一个细节。大到外立面、景
观，小到门窗、电梯间，都要让居者能真
真切切地感受住宅的品质感，这一点是
恒大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发展理念。

世界500强恒大二十载砥砺，成
为中国标准化运营的精品地产企
业。恒大地产始终秉承民生地产理
念，一直致力于给消费者创造出“高
品质、高性价比”的住宅产品。正是
基于这点，在海南清水湾打造了一处
缤纷宜居的生活城——恒大·海上帝
景。为所有置业者呈献了一处备具
品质的理想人居。

恒大·海上帝景位于北纬18°的
海南清水湾，从其自然环境上就不负

“品质”二字。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
海、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其得天独
厚的环境，时刻护航居者的身体健康。

海上帝景，更是将“品质”搬进了
社区。欧陆风情园林，让生活充满健
康绿意；宁静秀美大湖，让身心归于
平静；多元休闲会所，随时惬享优雅
生活。精心的设计，让生活处处与品
质相关。

恒大·海上帝景的“品质生活”不
只表现在自然环境和社区配套上，在
住宅的建筑与设计上体现更甚。这一
点在海上帝景120—178㎡（建筑面
积）的悦澜高层就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一处理想的住宅要求由内至外
都能够体现出品质感：悦澜高层外观
设计运用了“鱼尾”的海洋元素，色彩
对比强烈；从“鱼尾”的自然形态抽象
出“弧线”元素，运用到每层的阳台的
平面中，整体线条优美，高雅大气，具
有浓浓的现代感。

悦澜高层包含 4000 元/㎡精装
修、可现房入住。装修材料采用环保

型材料，让居者健康入住；顶棚选用
石膏板吊顶，涂料；地面使用实木复
合地板，石材；入户门为木饰面防盗
门，户内门为木饰面门，阳台门为铝
合金门，窗户为铝合金窗。

开放式厨房设计，设置特色小吧
台，贴近实际生活需求；厨房与阳台
相接，让居者带着绿色心情烹饪每一
道美食；精心配备整体橱柜，含洗涤
盆、燃气灶具、抽油烟机等厨房用具，
完善厨房的使用功能。

项目地址：海南·清水湾旅游度
假区

山海热线：0898-8336 3333

30家违规房企中介被查处曝光
住建部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再发力

3月24至26日，“心耕八载·
乐活同行”——雅居乐集团25周
年暨雅居乐海南清水湾8周年庆
典盛大举行。雅居乐在旅居地产
的领域不断创新前进，逐步拉开
了展现精神文化和跨界人文的新
帷幕。

8年前，雅居乐海南清水湾诞
生，以“第二人生”的理念赋予新梦
想。8年后，恰逢“中国旅游地产专
家”雅居乐集团25周岁，其在海南
巨资造城，除秉承品质建家，以匠
心耕耘优质生活方式，持续升级服
务、配套、构筑社群文化，更成就诗
意栖居，实现购房者的山海人居梦
想。

此次盛典的最大亮点是高黎
贡书院讲坛——“诗意栖居·第二
人生”，吸引了多位文化界大咖相
聚在清水湾。众位嘉宾进行了一
场“文化·社群·第二人生”的跨界
对话，畅谈了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乐活文化社群应如何建构。

历经百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从浪漫国度法国来到中国，首秀
清水湾，是本次周年庆典的另一

盛事。3月 25日下午，“黄色风
暴，乐活同行”，为中国骑行爱好
者提供了与世界级品牌运动近距
离接触的欢乐体验。

因纯美景色和清新空气的吸
引，环法自行车中国赛首秀落地
清水湾，与雅居乐集团共同启动
本年度合作。此次活动还邀请了
环法冠军Andy Schleck，亲自带
领中国的首秀骑行队，欢畅穿梭
于醉美16公里的清水湾大道，在
12公里绝美海岸线留下他们阳光
矫健的剪影。

雅居乐地产集团海云区域公
司负责人表示，8年来，雅居乐一
直坚持“给国人梦想，造第二人
生”的理念，不断实现新的品质高
度来提升人居服务和生活体验，
绝不辜负12公里纯美海岸线的馈
赠和3万户业主的期待，并将“第
二人生”理念和践行轨迹，从海南
走向云南，延伸到版纳的西双林
语和腾冲的原乡项目。未来，雅
居乐还将完成社群文化的上层建
筑，构造新型社区服务产业链，完
善高标准的海居生活样本。

栖居恒大·海上帝景
悦享海南清水湾品质生活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八周年庆典震撼上演

3月 29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举行整顿规范房地
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各地持续整顿
房地产市场秩序，重点整治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
的违法违规行为。住建部在
会上通报了近期各地查处的
30家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机
构和开发企业。这是继去年
住建部连续三次通报96家
违规房企之后，再次集中公
开曝光违规房企名单。

基于此，不少人开始扒
出房地产中介的种种违规套
路，但是，就房地产中介而
言，他们最有效的哄抬房价
手段是什么？记者进行了深
入调查。

1 天之内，房价被推高
180万元。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涉事
房产为中关村区域的一套学
区房。

用“被推高”来描述房价
上涨，原因在于，在房主规定
看房的日期内，房地产中介共
带几十拨购房者看房，连番出
价，最后的结果就是上面的数
字——涨价180万元。

有人或许会说，这可
能是购房者执意加
价，关房地产中介
什么事情？

但是，越
来越严的监管
从一个侧面佐证，
在房价上涨这件事
上，房地产中介撇不
开关系。

中介囤房把控时间差

“最近这么调控，房价有松动吗？”
对于这个问题，一名房地产中介

通过微信如此回复刘芳：
“短时间没有。”
“还是缺房？”
“能买的人减少了，可买房的人还是

远远大于再收房源数量。开始博弈了。”
以上对话是房地产中介给刘芳所

发信息的部分内容，每一句话都在暗
示刘芳，房价还要涨，而且有钱也不一
定能买到。

在北京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秘
书长赵庆祥看来，一般老百姓买房就
是买涨不买跌，预期很重要，所以房地
产中介就是希望营造房价继续上涨的
氛围，以此促进成交。

这样的评价，在北京市民张启明
的购房过程中得到了些许印证。

“房地产中介完全倒向卖家，以满
足卖家对高房价的要求。”张启明说，

卖家预期高是正常的心理，“但令我愤
怒的是，房地产中介倾倒性地帮着卖
家，抑制了市场公平公正的交易”。

对于“倾倒性”的形容，张启明是
这样解释的：“卖家的定价基础一般是
市场里上一套房屋的成交价格，且价
格一般会比上一套同户型均价要高。
我接触的房地产中介为了促成购房者
接受卖家提出的价格，会用自己内部
的一些‘僵尸房’去提价，让购房者认为
市场预期又涨了。所谓‘僵尸房’，是指
那些挂在网上1年以上，永远不成交、价
格永远跟着市场涨的房屋，这些房屋多
来自房地产中介手里的出租房。”

根据张启明的说法，房地产中介
在利用“僵尸房”抬价的同时，还会囤
房，制造供给紧张的氛围。“房地产中
介不会在同一时间将所有要出售的房
屋挂到网上，而是卖出一套再挂下一
套在网上。所以，在同一时段，购房者

无法获得对称的市场信息，会误认为
该时段只有一家在卖房，几名购房者
都在争着买这一套。在这种气氛下，
房屋的价格自然任由卖方定，而且这
种人为造成的稀缺加速了房屋成交时
间”。

不过，张启明坦承，关于房地产中
介囤房的分析，来自他个人的观察，不
一定具有普遍性。“我作出囤房的分
析，原因在于，我与房地产中介接触了
3个多月，其间都是一套房屋刚完成
交易手续，几乎就在完成交易的下一
秒，房地产中介会挂出下一套房子，这
3个多月时间里一直都是这样”。

不过，这真的不具有普遍性吗？
北京市民曹高杰的卖房经历作了否定
回答。

2016年年中，曹高杰打算出售位
于北京市亦庄地区的一套房屋。然
而，在挂出房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几

乎没有人来看房。在曹高杰看来，这
套房屋地理位置不错、房屋装修也还
行、售价也不算高，这些因素叠加，应
该有不少人来看房，但现实让曹高杰
心里开始打鼓。

为了打探市场虚实，曹高杰以购
房者的名义致电房地产中介，询问他
挂出房屋的情况，竟得到了“房主已出
售”的答案。

“为何说我的房子卖了，房地产中
介难道有钱不赚？”曹高杰有些摸不清

“门道”。
在咨询业内人士后，曹高杰才“茅

塞顿开”——原来，房地产中介在营造
“奇货可居”的市场。

“其实，很多房地产中介都会把房
屋压在手里，然后再一套一套地‘消
化’这些房屋，以作为抬高房价的一种
手段。”北京房产律师王树德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在张启明看来，北京市一些地段
的房价完全脱离政府的调控，一个劲
地往上蹿，其原因就是房地产中介的
种种行为。“房地产中介凭着自己在
市场上强大的影响力，刻意制造出供
需失衡的状态，让房源在购房者面前
表现为极度稀缺，以达到快速成交的
目的”。

“房地产中介无法左右大的涨跌
周期，但在上涨周期中的催化作用还
是有的。”作为从业者，北京市丰台区
马家堡地区一家房产中介机构的门

店店长李庆
对记者说，房
地产中介主
要靠佣金赚
钱，现在逐渐
开发出来的
理财产品也

是在有成交的基
础上才能赚钱，“因此，
成交是房地产中介最主

要的目的”。
“同样是成交，高价肯定比低价

更好。中介费是按比率算的，比如中
介费2.7%，尽管手续流程都一样，但
成交价1000万元房屋的中介费就是

27万元，而成交价100万元房屋的
中介费就只有2.7万元，你说做哪单
划算。”李庆说，对于卖家，房地产中
介比较爱签“独家”和“速销房”，“市
价500万元的房子，约定一个月内以
520万元卖出，不行就赔几千元，卖
家横竖都是赚，当然愿意。有房源就
有底气，尤其是在上涨周期，购房者
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所以，对购房者
来说，房地产中介就是制造恐慌氛
围，促成交易。

对于房地产中介哄抬房价的手
段，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还有一些
房地产中介随意提高房源价格，或者
怂恿客户故意虚报（报高或者报低
——记者注）价格，不按照实际的二
手房评估价来交易。

“比如这个房子本来是卖200万
元的，房地产中介会对卖家说，现在
行情这么好，就卖220万元吧。其
实，卖家也不是很了解行情，在房地
产中介的鼓动下，就这么进行交易
了。实际上，对于抬高的20万元，房
地产中介很可能会吃一些差价。”严
跃进向记者介绍说。

北京市民孙颖，就因为房地产中

介的上述手段而多付出了20万元。
孙颖买房时，原本已经通过房地

产中介以600万元的价格定下了一
套学区房，且已经签订买卖合同。但
是，另外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的工作
人员给卖家打电话，称这套房可以卖
到700多万元，有客户愿意付全款购
买，问卖家是否考虑换家中介出售。

这样的电话，直接导致卖家想要
违约。最终，孙颖与卖家协商，在原
价的基础上加了一些钱。

此外，严跃进向记者介绍说，还
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拿一套二手
房去抵押贷款，如果房屋价格是200
万元，贷款给贷四分之三的话，就是
150万元，这时候房地产中介很可能
会怂恿卖家把价格虚高，假如做到
240万元，那么同比例四分之三就可
以贷款180万元，就会多贷一些款
项，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还有变相
提供各类资金来帮助买家回避首付
比例，或者在首付贷款等方面提供一
些违规的做法，就是购房者买房缺
钱，房地产中介帮忙贷款用在首付
上，就是为了加快成交，多拿提成，然
而只有按揭才可以贷款，这是违规的
行为”。 （据法制日报）

连蒙带哄只是“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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