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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书房更有韵味
书房的趣味不仅在于实用，也在于把日常

兴趣、风格和看书的喜好融入到设计当中，打造
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中式风格可以说是
书房中最为常见的一类装修。

古人称之为“书斋”，中国式书房给家带来
的是比一般书房深一层次的文化韵味。

传统的中式装修以实木材质为主，通过山
水字画、瓷瓶砚台等元素来整体提升室内的质
感，其中木质的选择也很多，深色系的实木沙
发、书桌能带给室内一种沉稳、庄重的感觉，而
对于年轻人来说，则更偏向于浅色系的木质，让
室内更显明快，同时也更与现代风格接轨，带来
一种新中式的视觉。

在细节的装饰方面，中式装修尽量选择质
感较为温暖的产品，较少用金属、玻璃一类元
素，木质、纸质、布艺相对之下更为常见，细节上
也以色彩的融合统一为主，例如墙面的开关插
座，较少选择花哨风格，多以面板质感细腻的产
品为主。

书房是一个学习兼工作的地方，房间的明
亮度一定要够，在昏暗的光线下会使人产生昏
昏欲睡的感觉，对视力也不好，因此在灯的选择
上也要有讲究。

5月7日，绿城·桃李春风的首个
工地开放日在众多客户代表及媒体
代表的交口称赞中完美落幕。

绿城·桃李春风项目总经理张道
龙为本次开放日活动致辞，他提到，
绿城在多年的营造经验中总结出“用
心”“用功”“用材”三点匠心之道。用
心即以匠心致初心，传承绿城23载
的品质信仰；用功即取法极致，为每
一个项目定制专属营造方案；用材即
因地选材，使用最合适的材料打造出

最佳的效果。正是由于绿城对于品
质的执着，才能成就桃李春风的醉人
魅力与美好生活。

工程师详细讲解了建筑的三大
工程：钢筋工程、模板工程、混凝土工
程的施工要点、操作规范及其标准，
让来宾们对工程建筑有了更为清晰
的认识，也学习到了鉴别工程质量的
技巧。在讲解古建特色的时候，工程
师介绍，为了适应海口的天气特点，
桃李春风因地制宜，屋顶的瓦片全部

进行了防风处理，细节之处方显匠
心。

在桃李大讲堂，桃李春风工程
部的同事为来宾们进行更为细致的
讲解。工程负责人拿出了项目的设
计图，与现场的实景进行对比，来宾
们皆感慨，实景竟然比设计图更加
美丽生动。陪同来宾参观的张道龙
先生补充道，这便是绿城一直倡导
的美好生活，美丽建筑，而桃李春风
更深谙此理，在交付房子前，先交付
生活。

桃李春风逾1万平方米的生活体
验馆早已开始运营，3万平方米内湖
公园、龙湖书院、春风食堂、红酒吧、桌
球室等配套也已投入使用，未来，Spa
馆、健康管理中心、颐乐学堂、儿童动
静态学堂等将逐步运营使用，真正实
现一站式海岛颐乐度假生活。

此次工地开放日活动，是一次探
访匠心始发地的旅程，更是桃李春风
对建筑品质的宣誓，在家人与媒体的
共同见证下，桃李春风必将传承绿城
的匠心精神，为海岛内外的客户，营
造一方国人梦乡。

桃李春风工地开放日 见证匠心传承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日前与雅居
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有关合作事
宜、成立企业助学奖学金等达成共
识，雅居乐集团将再投入3千万元，
成立企业助学奖学金及教科研奖金，
支持学校建设。

据了解，这是雅居乐集团继去年
10月10日向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捐赠
1亿元人民币后，再一次投入资金支
持学校建设。此次投入的3千万元
资金，将与前期投入的2000万元一
道，成立企业助学奖学金及教科研奖
金，配合热带海洋大学建设进度，将
教育助学基金持续投入做大做长久，
为学校长期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实际
支持。

下一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将与
雅居乐集团在“海洋主题影视基地”

“香港演艺学校联合办学”“清水湾海
洋博物馆”等重点项目中开展更多合
作。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是一所全
日制公办普通本科省属高校。今
年，在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

各界代表积极参与到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人才培养与支持的队伍
中。5月 6日，雅居乐集团董事局
主席陈卓林来到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在参观校区的过程中，校方对
雅居乐捐款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

细说明。出身教育世家、从事过教
师工作的陈卓林更加关心学校建
立以来的教育情况，比如学校全国
生源的构成占比、男女生就学比
例，以及体育专业的优秀学员成绩
等细节问题。

4月以来北京市商业银行
个人房贷规模持续下降

北京银监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3
月17日实施的楼市调控措施收效显著，4月以
来北京市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规模持续
降低。

3月17日，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
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北京楼市调控再度升
级，实施“认房又认贷”。

北京银监局调查显示，楼市新政策实施
后，4月以来，北京地区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
投放优先支持“刚需”购房需求，符合政策导
向。4月第2周至第4周，北京地区商业银行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共153.28亿元，周均环比下
降20％，其中8％共11.85亿元贷款为新政策
实施后完成网签的房贷。这11.85亿元中，有
9.76亿元为首次贷，占比达82％，政策落地效
果明显。

北京银监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开展楼市政策落实的
专项检查、调查研究等工作。目前，北京地区银
行业金融机构已全部完成新政策落实第一阶段
自查，联合专项检查组已正式进驻银行机构开
始现场检查。 （据新华社）

又到了毕业季，对于在外漂泊奋
斗的人来说，租房成了“必修课”，而绝
大多数都是跟房屋中介打交道。那
么，大学生在租房过程中如何防骗保
障自己的利益呢？

陷阱一：假房源

黑中介会在租房网站上发布一些
价格很便宜看起来装修很好的房源，
其实那房子压根儿就没有，只是为了
吸引你打电话过去。等你打电话过
去，黑中介就会说，这个房屋已经被租
出去了，但是附近还有其他房源你要
不要看，然后骗取看房费等费用。

防骗宝典：
辨别这种假房源的主要方法一是

价格二是照片，太便宜的很可能是假
房源（天上不会掉馅饼），照片明显过
于精致、户型和描述不符的也可能是
假房源。

陷阱二：假房东

一些专门冒充假房东的人，他们
自己从房东手里面将房产短租过来，
然后以稍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发布
求租广告，但是要求租客一次性支付
半年或一年的租金。等到租客搬进
房子里一段时间后，真房东就会来收
租金，这个时候假房东早已杳无音
信。

防骗宝典：
租客与房东见面后，一定要查看

房东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如果他是帮
助朋友出租房屋，那么一定要有出租
委托书、朋友的房产证、身份证或复印
件；如果房产证没有办下来，一定要房
东出具购房合同。

陷阱三：黑中介

中介公司用事先短期租借好或即
将到租期届满的房子，在同一时段内
反复出租给多个人，收取预付租金或
押金，待按照约定向租房人交钥匙时，
中介公司早已逃之夭夭。这种伎俩多
是那种小巷中介、马路中介使用的招
数，它们多是狡兔三窟，临时搬张桌
子，拉个电话分机就是一个中介门店。

防骗宝典：
租房要找资信好的品牌中介公

司，不要找那种马路中介。另外，什么
时候搬进房子，什么时候才把租金付
给房东。如果中介公司说可以代收房
租，一定要看到房东的委托授权书。

陷阱四：合同陷阱

无论是房东还是房客在委托中介
公司为之出租或租赁房屋时，都要与
之签订一份委托合同，如果您不认真
阅读其中的条款，很可能会掉入中介
公司挖好的陷阱里。有时候中介使用
复写合同，交给房客的那一张，根本看
不清楚。那么你就要警惕了，如果交
房时清点物品，就可能由于你这里看
不清，而被中介扣除押金。

防骗宝典：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一定要看清

楚合同上面所规定的条款，明确租赁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租期、租金、支付
方式、转租、续租和违约责任等。房屋
交接时一定要把当时的水电气所用字
数查清写清，仔细检查家电、家具的完
好程度，清点物品时必须一件件地在
合同附件里写清楚，注明如果出现故
障维修费用由谁来承担。（据齐鲁网）

租房最常见的 大陷阱开展深度合作

从专业相关度来看，上述
调查显示，建筑相关行业对从
业者的专业技能要求比较高，
而房地产相关行业从业者的工
作与专业相关度偏低。虽然，
建筑业更需要专业门槛，但是，
从收入来看，“盖房子的”收入
远低于“卖房子的”。

从近5年的调查数据来看，
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
专毕业生，入职建筑行业半年
后的平均月收入均低于入职房
地产行业的毕业生。

以去年的毕业生为例，调
查显示，2016届建筑相关行业
的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
4180元，房地产行业为4679

元，低了 499 元；

2016届建筑相关行业的高职
高专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
3271 元，房地产行业为 4100
元，低了829元。

从区域来看，调查还显示，
“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
地产相关行业的本科毕业生毕
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
5030元，比全国2016届房地产
相关行业的本科毕业生（4679
元）高出351元。其中，北京、
上海、深圳三地，在房地产相关
行业就业的2016届大学本科
毕业生，其毕业半年后的平均
月收入达到了5557元。

除了收入高，调查数据还
显示，2016届毕业生中，入职
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本科毕业
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
为 65%，高职高专毕业生为
63%，相对于建筑业，入职房
地产业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较高。

（据中新社）

入职房地产行业收入如何？
2016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达4679元

这份调查来源于麦可思研
究院对2012至 2016届中国大
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
踪评价，其中，2016届本科生样
本约14.7万，高职高专生样本约
14.2万。

研究分析中的建筑相关行
业包括住宅建筑施工业、非住宅
建筑施工业、配套设施体系建造
业（安装水电煤气等）、土地规划
业、建筑装修业等等。房地产相
关行业包括房地产租赁业、地产
代理和经纪人办事处、房地产开
发业、其他地产相关业。

报告称，近年来，房地产相
关行业时冷时热，毕业生入职房
地产行业的比例也出现波动。
从这份跟踪调查的数据对比可
见，大学毕业生从事建筑、房地
产相关行业的比例在过去5年
中先升后降。

在 2012 至 2016 届大学应
届毕业生中，本科毕业半年后在
建筑相关行业的就业比例从
2012届的7.4%到2013届达到

最高值10.6%，到 2016届回落
至8.6%；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
半年后在建筑相关行业的就业
比例变化相对平缓。

在 2012 至 2016 届大学应
届毕业生中，本科毕业生毕业半
年后在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就业
比例从2012届的2.5%到2013
届达到最高值2.7%，到2016届
回落至2.4%；高职高专毕业生
毕业半年后在房地产相关行业
的就业比例从2012届的 2.5%
到 2013 届
达 到 最 高
值4.1%，到
2016 届回
落至3.3%。

行业时冷时热
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4679元，一线城市收入高大学生入职建筑、房地产行业的比例先升后降

大学毕业季即将来
临，麦可思研究院日前发
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入职房地产相关行业的
2016届本科毕业生平均
月薪达到 4679 元。报
告称，近年来，房地产行
业时冷时热，从事建筑、
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大学
毕业生比例在过去5年
中先升后降，波动明显。

入职房地产行业收入如何？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雅居乐集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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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