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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木纹砖选购有技巧
仿木纹砖结合木地板与瓷砖的特点，凭借着

自身的价格公道、适用空间广、清洁保养简单和环
保绿色等优势，短短几年间已经在市场上占据了
一定份额，广受消费者青睐。同时也有许多消费
者不清楚选购仿木纹砖的知识，买回家才觉被商
家忽悠了，或不适合家里装修。因此在选购之前
很有必要了解选购仿木纹砖有哪些技巧，做一个
精明的消费者。

材质要耐磨
瓷质釉面砖，因为它更多以砖本身的材质构

造，结构紧致细腻。在硬度和强度方面，陶质釉面
木纹砖，用久了表面不耐磨，且容易掉色，还会出
现断裂。

一般来说，仿木纹砖纹理重复越少越好，高端
木纹表面有原木的凹凸质感，此为优质仿木纹
砖。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选择产品技术好和
具备质量证明书的商家，最好选择大品牌的。

可适当使用配件搭配
木纹砖配件丰富，为了达到更有格调的装修

效果，可以适当使用配件搭配，如恰当设计马赛
克，选择藤椅、花草、笔墨、古画、红酒、镜子等点
缀。也可以选择与仿木纹砖搭配相协调的灯光，
如重色木纹空间可选择浅色灯光侧照，浅色木纹
空间宜用暖灯斜向照射。

色彩尺寸混搭更有趣
如果喜欢混搭风格的家装效果，不妨在铺设

仿木纹砖的时候采取同尺寸不同色彩纹路、同色
彩纹路不同尺寸的方法进行混搭，也可以选择深
浅色彩、交错尺寸搭配的方式搭配，达到丰富的视
觉效果。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个人房贷“量跌价升”刚需被误伤？
——从上市公司中报看房贷和房地产市场走势

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
理中心权威发布，国管公积金有了网
上业务大厅，购房、租房非首次提取公
积金都一次不用跑腿，在网上就能实
时办结。这一消息引起广大市民的关
注。此次新政有哪些便民措施，让我
们听一听专家解读。

链家网内容中心房产知识专家李
哲告诉记者，“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
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资金中心）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可直接在网上办
理3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包括偿
还资金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提
取、购租房非首次提取、退休提取。”

“办理偿还资金中心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购房提取职工，在网上首次提
取时，只需输入提取金额、提取比例2
项指标；办理购租房非首次提取的职
工，只需输入提取金额1项指标；办理退
休提取的职工（男60岁，女55岁），只需
点击‘全部可提取金额’按钮，即可完成
退休销户提取。”李哲说，网上提取业务
无需提交任何材料，实时审核办结。

伟嘉安捷分析师吴昊表示，“在网
上申请国管公积金贷款时，借款人输
入个人基本情况、住房套数、收入、购
房房屋等相关信息后，网上业务系统
对个人缴存、贷款等信息进行预审核，
并测算个人的最高可贷额度，方便职
工申请贷款。申请成功后，职工在预
约日携带贷款申请材料前往银行网点
办理手续。”

“借款人如需调整每月还款额、提
前结清贷款、变更还款账户，无需任何
材料，直接在网上业务大厅办理，不用
再前往银行柜台办理。”吴昊说。

吴昊说，采用自由还款方式的借
款人，在不低于月最低还款额的基础
上，只需输入新的每月还款额进行灵
活调整。借款人提前结清贷款时，系
统自动反显需结清的贷款本息之和，
借款人只需在约定日期前一个工作日
将足额资金存入还款账户，系统将于
约定日自动扣划资金结清贷款。

（据北京晨报）

近日，戴德梁行发布《2016-
2017中国商业地产大宗交易市场报
告》，报告显示，从全球资本来看，
2017年可用新资金预计将达到4350
亿美元，虽较去年的最高纪录减少
2%，但仍为有史以来第二高。面对又
一波大量资金的涌入，中国预计成为
继美国之后第二大投资目标国家。

据统计，中国商业地产投资于
2016年创下历史新高，大宗交易金额
达2094亿元，与2015年相比翻了一
番。尽管2017年一季度的交易金额
只有500亿元人民币，但由于不少大
型资产交易正在进行中，因此戴德梁
行报告预计，大宗交易金额会在第二、
三季度显著上升，2017年全年交易金
额有望突破纪录。

写字楼仍然最受欢迎

按照资产类别来看，写字楼仍然最
受欢迎。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总投
资额中，写字楼占据一半，略高于2015
年42%的占比。不过，增长最快的是零
售物业投资。根据统计，2016年零售
物业投资达到560亿元，占交易总额的
27%，这也是2010年以来的最高占比。

由于租金增长放缓，同时资本价值
增长超速，国内商业地产收益率受到压
缩。2016年四大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
价格平均上涨近10%，但租金仅平均增
长1%，因此一线城市平均毛收益率下
降至4.9%。报告认为，在庞大供应量

的压力下，预计未来租金增长仍保持缓
慢，收益率预计或将继续下滑。

在收益率不断压缩的情形下，一
些投资者把目光转向零售物业。报告
称，一部分投资者计划通过物业提升
或租户调整，来取得更高的租金，而另
一部分投资者，则打算将其收购的零
售物业改造成写字楼或综合体，以实
现更高的回报。

数据显示，综合体项目的收购中，
写字楼和零售物业的组合占到了九成
以上。有一定零售体量的写字楼通常
可以达到较高的入住率或租金增长。
同时，由于写字楼内的员工可在工作
日为零售区域带来较为稳定的工作
量，因此写字楼与零售物业的相辅相
成也令该类物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内资买家占比近九成

报告显示，去年商业地产大宗交
易中内资买家占比为86%，这也是近
10年来的最高占比，由于具有资金雄
厚、审批较快等优势，内资企业大举涉
足国内超一线城市。

报告用上海举例，称险资为主的
内资机构资本在这里十分活跃，在内
资投资总额的占比接近六成。在利率
仍保持较低水平以及股市持续低迷的
状态下，险资的资产配置压力不断加
大，而商业地产尤其是位于一线城市
的优质物业成为各大险资互相争夺的
对象。 （据南方日报）

个人住房按
揭贷款，是楼市晴
雨表之一。记者
梳理上市银行半
年报发现，当前个
人房贷呈现“规模
降”“利率升”的特
点。房贷收缩对
购房者有哪些影
响？促进楼市降
温的同时如何满
足刚需的合理需
求？未来个人房
贷走势如何？

“写字楼+零售物业”
组合受青睐

提取国管公积金
可网上办理

个人房贷市场
出现了哪些变化？

由于风险低，房贷一直以来都是
银行眼中的“香饽饽”。去年全年以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
中长期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的比重
达到45%。而这一势头目前正在发
生改变。

梳理上市银行刚刚发布的半年

报可以发现，多家银行的个人住房贷
款增速在放缓。截至上半年末，中信
银行个人房贷余额4825亿元，增长
占全部个人贷款增量的比重比上年
减少16.6个百分点；浦发银行个人房
贷余额5096亿元，占全部个人贷款
的比重比去年末降低3.62个百分点；
招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7999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 11.05%，增速放
缓。

从区域看，北京等热点城市的房
贷规模收缩明显。北京银监局副局
长蒋平表示，近几个月北京市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金额持续回落，6月份的
发放金额较3月下降约三成。

不仅规模缩减，以前司空见惯的
房贷利率折扣也难觅踪影。中信银
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新发放住房按
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55%，比上年
提升0.09个百分点。

记者从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商
业银行了解到，大部分银行首套房贷
利率维持在基准至上浮10%的水平，
二套房贷款利率则上浮10%至30%
不等。

“融360”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
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4.99%，相当
于 基 准 利 率 1.02 倍 ，环 比 上 升
2.25%，同比上升12.38%。

房屋中介机构明显感受到部分
银行房贷“额度降”“放款慢”。“自6
月份以来，银行放款速度明显放缓，
有的客户等了三个月贷款还没有下
来。”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郑叔伦说。

房贷收紧
会否误伤“刚需”？

额度吃紧、利率提高、放款变慢，
房贷政策收紧毫无疑问会增加购房
者的压力。

刚刚在广州购买首套房的吴小
姐告诉记者，她在7月底向一家称可
提供95折贷款的银行提交了贷款申
请，但层层审批后，银行在8月中旬
告知她折扣无法落实，且利率上浮
5%。这意味着，180万元的贷款，按
照等额本息还款法，贷款期限25年
计算，利率上浮后，吴小姐要多还15
万元的利息，每月月供增加511元。

不仅是利率的上浮，首付比例
的提高对购房者来说也是不小的压
力。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由于当前部分城市采
取“认房又认贷”的政策，很多在老
家已经购房的群体，到大城市继续购
房，首付比例就会很高，如果利率也
同时提高，对这类刚需群体来说压力
不小。

房贷利率尤其首套房利率的提
高，会否“误伤”刚需？中国社科院金
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
今年以来，在金融去杠杆、货币政策
稳健中性的背景下，市场资金价格整
体处于上行趋势，势必会传导到包括
住房按揭贷款在内的信贷市场上。

“房贷利率的提高，不能简单看
做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这和整
个市场环境有关。”曾刚说，“目前来
看，保护刚需，主要是保障对刚需贷
款规模的供给，让商业银行以较低的
利率水平向刚需放贷不具有商业可
持续性。”他说。

事实上，监管部门一直要求银行
实施差异化的住房信贷政策。银监
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徐洁勤表示，要
牢牢把握住住房居住属性，分类调
控，因地因城施策，督促银行业金融
机构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同时
大力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群购房
需求等。

北京银监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6月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中，对无
房群体发放的贷款金额占比83.11%、

贷款户数占比81.17%，两项占比均
环比明显提高。

楼市调控持续
房贷怎么走？

在各项调控政策持续作用下，
房地产市场已现降温态势。7月份，
国家统计局监测的全国15个热点城
市中，有1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下降或持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上涨
0.4％，涨幅均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
点。

严跃进表示，各类收紧政策会
提高购房的成本和门槛，对一些投
资投机需求会产生明显的抑制作
用。而对一些有着迫切改善性需求
的购房群体来说，高房价依然是不
能承受之重。

准备生二胎的北京刘女士告诉
记者，家里的常住人口未来不会少于
6人，现在87平方米的住房不够住。
但如果再买房，每月固定支出得将近
3万元，着实有些承受不起。

曾刚表示，今年房贷增速较去年
会有大幅放缓，一方面和房地产调控
有关，另一方面也和银行自身贷款结
构的主动调整有关。“实际上，不考虑
监管部门的指导要求，从自身收益和
流动性管理的角度出发，银行也会主
动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他表示，在
资金成本上升、负债期限越来越短的
情况下，银行发放收益率不高、期限
长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意愿在下降。

房地产调控是一盘大棋局，金融
手段只是工具之一。专家表示，政府
各部门应协同发力推进房地产市场
长效机制建设，住房、土地、金融、财
税、租赁等配套改革要组合发力，共
同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8 月 30 日，由金地集团举办
的“创鉴时代 金质之旅”2017 金
地集团海南媒体行正式启动，共赴
广州、东莞、深圳开启的人居品质
探寻之旅。72小时对话，让人们
对这个全国知名房企的了解更深
一层。

追随金地脚步，各位嘉宾在
金地工作人员指引下参观了六个
代表性的项目——金地广州天河
公馆、金地香山湖、金地城南艺
境、深圳中心·天元、金地坪山网
球学校、金地集团 108 科学筑家
品牌馆。

“引领人本生活”是金地的产
品理念。初入金地园林，钢筋水
泥被绿意所掩盖，城市喧嚣被水
岸抚平，金地的环境总能与生活
完美融合；不仅如此，每一户精
装皆以业主需求出发，因地制宜
增加小夜灯、凉霸等设施；与华
为合作的智能家居一键启幕生
活，大家都说这就是理想的生活
乐园。

更值得一提的是金地物业无时
无刻的关怀，让各位媒体嘉宾倍感
贴心。一下车物业的遮阳伞已经举
了过来，刚入售楼处，毛巾与茶水早

已为大家备好。虽然这只是生活中
的小事，但在炎炎夏日却是真正让
人舒心的举动，贴心程度可见一
斑。甚至在下榻的酒店，金地物业
也为大家准备了暖心惊喜，大家在
震撼之余也表示，无论从品质还是
服务，金地都是当之无愧的城市人
居引领者！

作为中国实力房企，金地一直
走在行业前端。二十九载科学筑
家，金地已布局全国七大区域 35
城。同时，金地从人居痛点出发，推
出“金地五心精装家”、“金地
360°健康家”等标准，以保证生活
品质的提升。而此次，金地首秀海
南之作——金地-海南自在城，将
传承金地人居品质，为城市带来一
场生活革新！

目前，金地-海南自在城体验
馆已全面开放，销售淡季狂掀热潮，
全民抢占宜居高地，金质生活区点
亮西海岸。这一次，金地将用全新
作品激活海南未来，全面启幕海南
的新人居时代！

展厅地址：海口龙华区国贸
三横路京华城C区1层商铺（KFC
隔壁）

电话：0898-36388999

2017金地集团
海南媒体行圆满落幕

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

法律知识讲座进工地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金波）海南省农民工帮扶

项目之法律知识进工地活动日前走进广粤锦泰首
座建设工地，为广粤锦泰首座建设工地200位农
民工举行法律讲座，此活动旨在普及农民工的法
律知识，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切实解决农民工
关乎切身利益的法律问题。

本次法律知识进工地活动由海南省房地产工
程项目协会联合海南省律师协会、中建三局和六
九集团好缘工互联共同举办，旨在为农民工群体
提供伤残救助和法律援助等服务，并带动全社会
关注和帮助农民工群体。

海南省房地产工程项目协会会长陈海江介
绍，法律知识进工地针对房地产行业农民工普遍
存在的法律意识薄弱、遭遇工伤事故和被恶意拖
欠工资不知如何维权等问题，海南省律师协会委
派专业律师对农民工提出的有关问题做了专业解
答，为农民工兄弟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法律武器。农民工帮扶项目只是一个新的起
点，在未来，协会将会带动更多的爱心会员企业共
同为农民工兄弟提供更多更贴心的服务，共同打
造一个温暖的农民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