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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武廊”三地联手
打击违规炒房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了解到，今年，北京
市、通州区两级将加大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房地
产市场检查力度，严厉打击炒地、炒房行为。通
州区还将与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联手
打击投机炒房炒地行为，特别是联手治理异地
散发小广告、跨省开办售楼处等行为。

据了解，通武廊三地将建立“通武廊房地产
治理工作组”，共享房地产市场监测数据。今年，
北京市、通州区两级将加大对北京城市副中心
房地产市场检查力度，严厉打击炒地、炒房行
为。通州区住建委表示，通州区各开发企业不
允许出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话题炒作”，坚决
杜绝“商改住”“研改住”“工改住”等违规行为。

据了解，自去年9月以来，市、区两级住建
委对通州区房地产市场累计开展了33次联合
检查，立案处罚55起，共处罚金72.3万元，已注
销清理75家房产机构。

今年，通州区将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违
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成立副中心中介机构清理
整治专项工作组，清理参与炒房的经纪机构，整
治无照经营、异地经营的违规行为，建立房地产
中介机构经营行为动态监测机制，净化二手房
市场交易环境。

目前，通州区的住宅去化周期较短，需要尽
快增加住房供给，用以平衡供需矛盾。通州区
住建委梳理了30余个潜在供应项目，即“拿地
未开工”和“开工未入市”的，对于具备开工条件
的项目要督促尽快开工形成投资；对于具备入
市的住宅项目要督促尽快入市形成供应。

为了确保城市副中心房地产市场价格健
康稳定，今年以来，通州区住建委对每一个准
备入市的商品房和成交的每一套商品住房都
在进行价格监测，确保商品住房入市和成交价
格稳定。 （据新华社）

绿化宝岛
海南迎宾馆志愿者在行动

为保护环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近日，海
口“绿化宝岛”义务植树活动在凤翔公园举行。
海南迎宾馆志愿者们热情参与到植树活动中，
为绿色海口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海南迎宾馆自营业以来，以优质的服务和
舒适的入住环境深受宾客的好评，曾获“五叶级
绿色饭店”“中国饭店金星奖”、携程旅行口碑榜

“最佳商务酒店”“最佳绿色环保酒店”“全国顾
客放心消费品牌”等奖项。酒店一直秉承宾客
至上的服务理念，为宾客提供贴心服务，并积极
投身绿色环保公益事业，为社会尽一份力。

精致与怀旧
制造文艺家居

四月是个诗性的季节，总是能激发我们心灵
深处小文艺的一面。文艺的表达可以前卫也可以
是复古的。不变的是，总需要一点精致在其中。

老旧的箱子，经过改造可以变成很有腔调
的小座椅，斑驳的痕迹正是文艺范儿的象征。

从梳妆台可以窥见女主人的品位，此话不假，
所以不要怠慢这里的装饰，每一件都要足够精致。

铁艺的床是文艺与复古卧室的必备元素，
配上一套水洗蓝色的床品，有点安静、有点古典。

每一件老旧的物品都有自己的情绪，哪怕它
们只是简单地堆放在一起，都像是岁月的沉淀。

略深的灰蓝色自带文艺气质，木质物品与它
相得益彰。再加入一点金属材质，更加铿锵有力。

浴室不只有现代简约这一种表情，它也可
以很文艺。虽然如此有腔调的浴缸难以寻觅，
但至少我们可以让配饰怀旧起来。

老旧的药品柜不要舍弃，它可以变成极有
味道的陈列柜。放在浴室里安置香薰蜡烛之类
的物品再好不过。

餐厅的窗边也应该有植物的身影，在这样
的气息环绕中就餐，感受自然的氛围。植物们
本来就已经很美好，再用好看的容器提升颜值，
加分不少。枝叶繁盛的植物就让它攀爬吧，定
期修剪就好，这样绿意满满的窗框，你喜欢吗？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为进一步规范福州市房地产市场
秩序，福州市房管局、国土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物
价局等五部门日前集中约谈了阳光
城、融侨、金辉、福晟集团等26家房地
产开发企业，要求开发企业进一步规
范商品房销售行为。

据悉，3月29日以来，福州市政府
成立4个综合执法组，开展房地产市
场巡查整规活动，严厉打击市场违法
违规行为。截至4月23日，全市累计
检查了12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产
中介机构，责令停业整顿26家，限期
整改20家，暂停网签资格1家。同时，
中鼎投资有限公司“香槟花园”、福州
新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金城

湾”、罗源和霖房地产开发公司“罗马
景福城”等项目违法违规行为被专门
点名通报批评。

福州市要求开发企业建立在售楼
盘问题清单，重点就“一房一价”、购房
资格认定、违规收取购房款等问题开
展自查自纠，定期跟踪监测，发现问题
迅速整改，不留死角。

福州市同时明确加大土地供应力
度，2017年度市区住宅供地用地规模
将保持在2500亩以上，较去年增长1
倍以上，继续推进“限地价、竞配建”出
让方式供应土地。福州市强调对盲目
追涨，哄抬地价、房价的企业将严肃追
究，严厉查处。

（据新华社）

福州26家房地产开发商被集中约谈

根据住建部《关于印发<商品住
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的通知》
（建住房［2002］190号），装修一次到
位是指房屋交钥匙前，所有功能空间
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厨房

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完成，
简称全装修住宅。

从字面简单理解，全装修指的是
硬装部分的厨卫、水电、信息通讯和燃
气等四大部分，简称“四大件”。

实行全装修能全方位提升我省
住宅开发品质，能为购房者提供便
利，缩短入驻时间。

全装修从出台政策到实施，需要
有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进行保障。省

住建厅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陆续组
织专家队伍到各省份进行调研学习，
研究制定相关管理条例法规，对商品
住宅全装修的设计、装饰、施工过程等
方面出台一系列标准规范。

2016 年 12
月9日，省政府印
发了《关于继续落
实“两个暂停”政
策进一步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的通知》，提出
从 2017 年 7月 1
日起全省商品房
住宅项目全部实
行全装修。

如今，全装
修即将实施，省住
建厅近日做出关
于全装修概念的
解读，以及调研起
草了全装修管理
办法、全装修住宅
室内装修设计标
准等，并公开征求
意见建议。

4月26日，省住建厅公布了《海南
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标准》（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标准”），并公开
征求意见。从《标准》的内容来看，全
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应遵循“安全、
适用、经济、环保、节能”和“一体化设
计”的原则，在兼顾产业化的前提下，
实现绿色建造。

省住建厅介绍，此次全装修住

宅室内装修设计是针对海南高温、
高盐、高湿、多雨、多台风的气候条
件和多白蚁、多蚊虫、易霉变的情
况，进行适应性设计，并要求全装修
室内设计所使用的材料、部品、设备
设施都应该选用绿色产品，严禁选
用国家和海南省明令禁止使用或淘
汰的材料和设备。

《标准》对住宅的套内空间、公共

部分、材料、设备、室内环境、防火都
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提出全装修
住宅室内装修设计在满足住宅基本
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社
会发展需要，预留必要的接口和条
件，提供未来住宅品质升级与功能
扩展的可能。

省住建厅介绍，推行住宅“全装
修”，对集约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

境，以及促进住宅产业化，进一步提
高住宅科技含量，提升住宅建设品
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据了解，在7月1日“全
装修”全面实施之前，关于“全装修”
的系列条例法规还将继续公布，并要
向外征求意见和建议，制定完善相关
条例法规，为“全装修”全面实施保驾
护航。

4月7日，省住建厅向外公布了
《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的 20条条款对装修风格、材料
承包模式、责任主体等做了详细要
求。

《办法》规定，商品房住宅建设单

位宜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制定装修标
准，提供不同档次、风格的成品住宅，
促进标准化和个性化的协调。《办法》
对全装修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等都
进行了规定，并严格要求装修施工过
程和建筑材料都要进行验收，以此有
效防范出现住宅“裂、渗、漏、堵”等质

量通病。
《办法》还明确了全装修过程中各

自的责任主体和责任要求，如建设单
位是实施全装修的第一责任主体，对
全装修质量安全负首要责任。设计单
位对设计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对施工
质量安全负责等。

全装修后的验收尤为关键。全装
修住宅严格实行分部、分户验收制
度。装修工程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室内
环境检测，检测结果不合格的，不得组
织装修工程分部、分户验收，严禁室内
空气污染超标。

商品房住宅全装修应该怎么装？
我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全装修有硬装“四大件”

要求保障个性化需求

遵循环保节能原则

室内装修标准基本规定

住宅入户门应具备防盗、隔声功
能，并应根据其使用部位，选择相应的
防火等级。向外开启的入户门不应妨
碍公共交通及相邻入户门开启

全装修住宅套内房间应设有房间
门，房间门宜向内开启

套内门五金应包含门锁、拉手、合页
（导轨、地弹簧）、门吸（闭门器）等；可开启
内窗五金应包含拉手、合页（导轨）等

卫生间应具备盥洗、便溺、洗浴等
基本功能

卫生间宜设吊顶，管道井及吊顶
应结合设备检修需要，在适宜的位置
设置检修口

卫生间宜按照干湿分区布局

使用燃气的厨房应具有直通室外的门
或窗

厨房家具应整体设计，宜根据操作
顺序合理布置储藏、洗、切、烹调等设施

厨房宜做吊顶、管道井及吊顶应结合
设备检修需要，在适宜的位置设置检修口

厨房排油机横管宜在吊柜上部或
吊顶内部排布，不宜穿越吊柜

设计应布置床（双人床或单人床）、床头
柜、衣柜等基本家具；书桌、椅子等家具可根
据功能需求合理布置

宜采用照明双控开关，并分别设置于卧
室床头与卧室入口。卧室宜设置感应夜灯

卧室顶面不宜全部采用装饰性吊顶
卧室安装空调机或预留空调机安装条

件，空调机送风口不应对床

设计宜突出家庭活动中心功能，
并应布置座椅、茶几等基本家具

不宜全部采用装饰性吊顶
设计应安装空调机或预留空调机

安装条件，空调机送风口不宜正对人
员长时间停留的地方

套内入口处宜设置套内门厅，套内门
厅应设置或预留门厅柜等储藏空间。设
置门厅柜时，应与开关面板、强弱电箱等
整体设计

套内门厅宜设置感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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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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