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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热点

最好的“学区房”
是你家的书房

书房的空间面积不宜太大，一般以12平方米
以内为宜，空间太大容易使人分散精力；书房需要
的环境是安静、少干扰，因此应该选择人不经常走
动的房间作为书房。如果各个房间均在同一层，
那它可以布置在私密区的外侧，或门口旁边单独
的房间，如果它同卧室是一个套间，则在外间比较
合适。

虽说书房的装修风格需要与房屋的整体装修
风格相似，但是也要考虑到书房的功能性，应该展
现比较雅致、清幽的风格效果。此外，书房的颜色
要柔和，使人平静，最好以冷色为主，如蓝、绿、灰
紫等，尽量避免跳跃和对比的颜色。

油漆、壁纸、木料、地板、家具等是书房装修中
最大的支出部分，对书房空间的环保健康程度影
响最大。书房作为人尤其是小孩长时间学习的场
所，必须保证其环保。选择环保等级较高的材料，
在装修预算需要做好准备。

书房对于照明和采光的要求较高；同时书房
也是书籍放置的地方，也需要考虑到书房光线、温
度、通风等对藏书的影响。为了确保人视力的健
康和书本的完好，从装修方面来说，就要考虑书房
电路改造、灯具安装、窗户布局等方面。

在家具选购安装上，除了重视书房家具的造
型、质量和色彩外，必须考虑到家具要适应人们的
活动范围，符合人体健康美学的基本要求。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借投资炒房诈骗多人
江西一房地产经纪人获刑

江西一房地产经纪人为偿还赌债，编造二
手房买卖信息，诈骗8人 300余万元。南昌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日前以被告人闵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
万元。

闵某本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2016年 4月
开始沉迷网络赌博，输掉大量现金。为了向他人
骗取钱财用于网络赌博，他伪造了南昌市一公司
合同专用章及公证处印章和公证员印章，编造虚
假的二手房买卖信息，以与他人共同投资炒房分
红或借钱炒房付利息的名义，取得被害人的信任，
先后骗取万某等8人现金339.8万元，这些钱全被
他赌博输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闵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多次骗取他人现金
人民币共计339.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案发后，闵某与被害人一起到
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可认
定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判处
其有期徒刑13年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
元。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12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房地产信贷增
长势头回落，个人住房贷款抵借比
率（抵押贷款金额与抵押品价值之
比）和期限均有所下降。

“这些变化有利于抑制房地产
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
说。

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房地产
贷款余额增速回落。6月末，全国

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9.72万
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上年
末回落2.8个百分点。其中，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20.10万亿元，同比
增长30.8%，增速比上年末回落5.9
个百分点。

房地产贷款增量占比下降。
上半年我国房地产贷款增加3.04
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
38.1%，比上年全年占比低6.7个百
分点。

个人住房贷款抵借比率降
低。今年6月份，全国金融机构个
人住房抵押贷款平均抵借比，也就
是当月批准的抵押贷款金额与抵
押品价值之比为59.3%，比上年12
月份低2.1个百分点。

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缩短。央
行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发放的个
人住房贷款平均合同期限为269
个月，比上年12月份缩短了两个
月。 （据新华社）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
会日前公布了6月房地产市场成交
数据，深圳6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均价为54492元/平方米。至此，
新房均价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九
个月环比下降。

然而，不少市民反映感觉不到
房价的下降，一些区域的价格甚至
不降反升。还有网友表示，网上的
房价很多是最低价，去现场之后才
发现实际要高出很多。

如何看待这“九连降”？下半
年深圳的房价走势如何？

数据显示，2016年9月，深圳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61600
元/平方米，随后的10月颁布新一
轮调控政策，当月跌至55611元/
平方米。而从去年11月的54986
元/平方米到今年6月的54492元/
平方米，新房均价降幅不到1%。

“新房成交均价受到预售价格
管控和成交结构的影响。”深圳市
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宇
嘉说，今年新房供应不足，新盘预
售价格受到管控，上半年高价楼盘

入市较少；此外，偏远地区的刚需
盘成交量较大，一定程度拉低了全
市的新房均价。

据深圳房地产信息网数据中
心监测，今年上半年新房住宅成交
套数10502套，同比减少54.7%。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入市的
两大豪宅备案均价都低于市场预
期。6月底开盘的华侨城新天鹅堡
二期备案价84211元/平方米起，
最高备案价超过150000元/平方
米。业内人士表示，二期开盘均价
比一期低10%以上。此外，近期入
市的安峦公馆的价格也明显低于
同片区的万科瑧山府。

此外，根据深圳房地产信息网
数据中心的数据，上半年宝安区和
龙岗区共成交一手住宅9267套，
占全市成交套数的88%。而宝安
区和龙岗区上半年新房均价分别
为51587元/平方米和37850元/平
方米，低于全市上半年的均价。

在二手房市场，今年上半年房
价走势平稳，微有上升，但成交量
与新房市场相同，同比减少五成。

据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监测，今
年上半年全市二手住宅成交价格
为56156元/平方米，维持去年平
均水平。成交套均总价493万元，
总价中位数354万元。中原研究
中心人士分析，购房客对面积选择
偏大，套均总价和中位数稍高于去
年总体水平。

记者近日走访深圳福田南片区
发现，该片区二手房挂牌房源的价
格基本未降，一些业主还将售价调
高。一位地产经纪告诉记者，一些
便宜的楼盘之前已被卖出，导致近
期二手房成交量下降，但价格微涨。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观望气氛
较浓，买卖双方处于博弈状态。去
年，一些业主迫于市场压力降价抛
盘；而今年，业主们宁可不卖也不
愿降价。

他们预计，下半年出新政的几率
不大，深圳楼市将持续目前的平稳态
势，但预期的回升和粤港澳大湾区概
念的加持会带动成交量回升，下半年
成交量将好于上半年，但价格上不会
有太大波动。 （据新华社）

深圳新房价格“九连降”
上半年新房成交套数同比减半

7月6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
布《6月住宅成交报告》显示，6月份
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
比减少5%。从环比数据看，目前已
连续3个月环比下跌。其中，三类城
市加速分化，一线城市降温最明显，
廊坊等环京城市成交领跌全国。

6月份，易居研究院监测的50个
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
2411万平方米，环比减少5%，同比减
少19%。今年上半年，50个典型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4700万
平方米，环比去年下半年增幅为-
19%，同比去年上半年增幅为-13%。

从一线城市来看，6月份，北上
广深等4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面积为215万平方米，环比增加1%，
同比减少39%。从环比数据来看，
一线城市总体上比较平稳。但从同
比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总体上呈现
了降温态势。

以北京市场为例，据伟业我爱
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数据统计，
2017年上半年，北京全市新建商品
住宅（不含保障房）共网签 16332
套，环比2016年下半年下滑48.6%，
同比2016年上半年下滑38.6%。

伟业我爱我家的数据显示，从
2010年到2016年，北京新建商品住
宅（不含保障房）的半年网签量一直
都保持在两万套以上，最低的2.3万
套则出现在2014年上半年，当时全

国楼市都处在低谷之中，而今年上
半年的网签量创北京新房交易量历
史新低。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
晖分析，上半年北京新房市场交易
量大幅下滑，既有市场规律的因素，
也有政策调控的因素。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赖勤表示，
从今年上半年一线、二线、三线等三
类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
增幅和同比增幅来看，三类城市分
化明显。其中，一线城市环比去年
下半年增幅和同比去年上半年增幅
分别为-38%和-35%，二线城市的
环比增幅和同比增幅分别为-22%
和-17%，三线城市的环比增幅和同

比增幅分别为-9和2%。因此，一线
城市降温最明显，二线城市次之。

在北京等一线城市降温的同
时，原先受到外溢作用的环京区域，
比如廊坊等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开始
明显下降。从易居方面监测的50城
市环比跌幅数据看，包括廊坊、常
德、蚌埠等城市有明显下跌。其中
廊坊环比跌幅达到64%，领跌全国。

赖勤分析，廊坊自从经历了
2016年12月的疯狂涨幅之后，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大幅回落，今年6
月份更是跌至10.23万平方米，创近
一年新低。“这和6月初廊坊进一步
收紧楼市调控政策不无关系，这直接
导致了市场大幅降温，不但成交量大

幅下降，房价也应声下跌。作为环京
最主要的区域，廊坊市场的迅速降
温，代表着整个环京区域的成交走
弱”。

赖勤认为，目前，50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面积已连续3个月环比
下跌。这说明自3月份各地政策密
集收紧以后，政策效果不断体现，部
分城市投资投机需求得到有效地抑
制。另外，同比数据的下跌，也印证
了市场继续降温的判断。“由于当前
市场交易量总体上处于历史偏低水
平，所以未来大跌的可能性很小。
现在的调控政策和金融环境偏紧，
预计7月份市场交易继续趋弱”。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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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整个房地产界最擅长“买
买买”的两位行业大佬，聚在一起完成
了一桩大交易。

随着近几年融创中国业绩的不
断攀升、财务结构的不断优化，孙宏
斌用并购的方式，不断拓展着融创中
国的投资版图。这一次，老孙要买下
的，是首富王健林在国内的酒店和文
旅项目。

这个涉及资金高达600亿以上的
收购案，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并购案中
金额最高的大交易。

大交易背后的战略选择

交易的达成，最重要的是让双方
各取所需。

王健林和孙宏斌要什么？
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在

房地产动荡时代，做好布局战略，一步
步达成目标。简单来说，王健林要让
万达轻起来，而孙宏斌要一桩住宅之
外的合适生意，为五年到十年的后融
创做准备。

融创方面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这是一次低成本、一次性大面积深
度进驻文旅地产和持有型酒店的好机
会。和万达的合作，也为融创未来在
包括文旅、电影等大娱乐方面和万达
全球布局的产业链进行持续全面战略
合作的机会。这给了融创未来探索更
多可能性的新筹码，也让融创获得了
更加均衡的发展和新的增长点。

对于万达而言，600亿文旅酒店
资产出售给融创，正是万达集团实现
轻资产战略转型的重要一步。在售出
资产的同时，万达商业同时保留了运
营权，同时获得了每年每个项目5000
万的运营管理费，在近期无疑是直接
有利于万达商业的回A之旅。

万达为何借钱给融创收购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孙宏斌之前的投
资标的，一向是缺钱不缺价值的公
司。而这一次，万达不缺价值也不缺
钱，此时万达为什么会成为融创的选
择？

来自融创中国的公告显示，这笔
交易额超过600亿收购，融创中国将分
四次完成支付：前三笔支付，融创中国
将总计付款335.95亿元。随后，按照
约定，万达将在收到融创中国第三笔
付款后5个工作日，通过指定银行向融
创中国发放贷款296亿元（期限为三
年，利率为银行三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融创中国收到该贷款后2日内，向
万达支付剩余对价295.75亿元。

万达为什么愿意借钱给融创收购
自己？

因为轻资产的战略需求。因为除
了孙宏斌，可能没有第二个足够有魄
力有能力也有需求接下王健林轻资产
需求的房地产企业家。而孙宏斌，作
为一个生意人，需要一桩好生意。

保证资金安全，也是孙宏斌投资中
的红线。这一次，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
孙宏斌表示，上半年，融创中国账面资
金达到900亿元，“资金不是问题”。

同时，来自万达的借款，更是进一
步保证了融创的资金安全，这也让外
界此前对于收购资金出处的质疑随之
消退。

这样的支付安排，其背后呈现的，
是双方在统一战略目标之后，为达成
当前战术安全的双赢策略。可以肯定
的是，融创和万达，这绝不是一次单一
的交易，而是在房地产转型发展过程
中，两家大公司的战略联合、各取所
需。 （据北京青年报）

融创万达收购案
一场各取所需的大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