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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翠微

“瞰江揽园 居城芯”“‘阅读’公
园艺术生活”“瞰江神户型”“江北
心 西湖景”“珍藏紫薇公园”……纵
观铺天盖地的邵阳房地产广告，不难
发现现在以“景观”为卖点的楼盘不
在少数。

许多开发商为了使住宅项目的园
林景观更具特色和竞争力，不惜重金
聘请国内外知名景观设计师为自己的
楼盘量身定做，先做景观再盖楼，邵阳
房地产市场中的景观牌花样越来越丰
富。无论是拥有先天优势的郊区大
盘，还是寸土寸金的市区楼盘，都把社
区景观规划和设计作为重头戏。有主
打江景牌的湘泰·九龙城、恒大·未来
城、仁信·半岛城，主打公园概念的珑
湖公馆，主打水景园林的西湖春天、恒
大华府等，主打中式园林中梁·壹号
院、乾道大院……这种现象的出现，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民对居住环境比
以往有了更高的要求。

景观决定楼盘品质

据调查，景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购房者考虑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生活环境的质量日益受到
购房者的重视，渴望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自然和艺术带来的美好享受，以往
的区位、朝向、面积、楼层、户型、价格

等已经不再是影响人们购房的全部因
素。目前，“景观”已经成为与品牌、户
型等齐头并重的主要因素之一。

珑湖公馆的营销总监李鹏认为，
地产景观是指依托建筑而营造的园林
景观，能够使人们更能接近自然、融入
自然、享受自然。就邵阳来讲，引入

“地产景观”观念并付诸实施才五六年
时间。最早的商品房像军营一样排
列，简单地栽点树木、种点花草，极少
数小区甚至没有绿化。后来发展到所
谓的“四菜一汤”：即小区有一个中央
花园，四周是楼房。近年来，随着居民
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环境越来越受
到重视，房地产市场也从刚性需求转
向改善型需求，“生态宜居”成为了购
房者选择置业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如
今，各大品牌房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不断加强在园林施工方面的投入，力
求园林环境与建筑相互映衬，相得益
彰，从而创造出优美舒适的景观环境，
力争打造完美的生态宜居美宅。

“景观带来的价值提升正在得到
消费者的认同，不仅有利于提升楼盘
品质，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李鹏说，“买房就是买个环境”观念正
深入人心。同时，良好的景观环境对
于提升住宅价值和市场人气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因此，许多开发商已经将
景观作为提高住宅项目竞争力的重要

“砝码”。于是，开发商纷纷铆足了劲，

力图以引人入胜的美景打动购房者。
西湖春天的营销负责人刘伟说，

从住宅本身来看，景观对于其价值影
响很大，文化内涵和底蕴深厚的景观
能够提升住宅的居住品质，满足居住
者的身心需求，而且对于住宅也有保
值增值的作用。从开发商的角度来
讲，良好的景观对于住宅产品的价格
有一定的拉升作用。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景观地产迅速
蹿红？从事景观设计多年的设计师石
谷认为：首先，这与开发商的远见和眼
光有关，符合人们追求享受美好环境
的发展趋势；其实是地产景观有良好
的市场需求，不仅能给开发商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提升企业的
品牌形象，所以开发商热衷此类项目
的开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目前
邵阳房地产的价格来看，同一区域中，
有景观的房子比非景观的房子价格一
般要高 200-400 元一平米，甚至同一
小区内，临景观带与不临景观带的房
子的价格也不一样，一线江景房与其
他房子的价格也相差比较大，而景观
好的房子往往很早就一抢而光。而对
于消费者而言，景观地产的形成和发
展，能够满足更多的人对于自然、对于
生态的渴望，能够给人们视觉上的享
受、心灵的释放空间，能够给人们带来
更健康的生活，随着景观地产的不断
成熟和发展，它将逐步成为人们身边
的一道风景线。

景观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虽然这几年，邵阳楼市中已经劲
吹景观风，各类概念层出不穷，但有关
专家也提醒购房者，买房时还是应该
谨慎考虑，避免被一些华而不实的概
念“忽悠”了。

购房者要实地考察景观规划是否
科学。有些开发商盲目“崇洋媚外”，
不考虑本地气候、地形等特征，在小区
景观设计中还存在着盲目追求“档次”、
模仿之风盛行、景观与功能不统一以及
设计与施工脱节等问题；有的开发商人
性化考虑不够，树少草多，导致出现花
木不能够近人，池水不可以嬉戏等怪
状。总之，好的社区景观不但要体现出
观赏价值，还应该体现出实用价值，两
者完美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高 伟

2018年上半年，许多城市纷纷推
行严厉的调控政策。新房市场普遍受
到限购、限价、限贷等抑制性政策，在
此基础上，部分城市一二手房价格

“倒挂”现象严重。
据我爱我家集团研究院统计，今

年上半年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含
保障房)共网签10790套，比去年下半
年的14076套下降23.34%，降幅比例
较大。上半年新房成交均价43198元/
平方米，比去年下半年均价45879元
减少5.84%。

与此同时，上半年北京全市二手
住宅网签总量为76640套，比2017年
下半年增长57.6%，在半年走势上结
束了 2017 年的两连降，价格方面一
直维持在5.5万元/平方米至6万元/
平方米之间。

整体来看，上半年北京一二手房
价格持续“倒挂”。一位业内人士指
出，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已经步入二手

房时代，新房基本位于五环以外的远
郊区县，所以价格较市中心的二手房
更低。

从南京、杭州、上海、苏州这几个
城市的一二手房市场来看，同一城市
同一区域、同一地段也普遍出现价格
倒挂。根据诸葛找房对杭州拱墅区、
济南历下区、广州黄埔区、上海静安
区、成都成华区、北京密云区等20个
城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新房二手房
价格倒挂较为普通。价格差在 3000
多元/平方米至 6000 多元/平方米不
等。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现象主
要是政策调控所致，因为政府对新房
的调控更直接，力度更大，而二手房
价格更多是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中
形成的，政策的影响相对更小。

该人士进一步分析，该现象需要
从城市、区域、楼盘的具体情况来看。
在他看来，从长期来看，一二手房价格
的“倒挂”并非不可接受的问题。因为
新房市场在调控下有满足中低收入人

群基本居住需求的功能，所以新房市
场是可以有两个方向的，一是保障房
市场，另一个则是纯粹的商品房市场，
两个市场各有各的价格机制，保障房
市场按保障价格前行，纯商品房市场
则由市场定价，双方互不干涉。

“至于二手房市场，由于业主多
为个人，交易价格更多的还是会由市
场决定，政策调控需要更多地从税收
方面展开，包括一些限售政策”。上述
人士表示，“新房和二手房之间的价
格差不一定需要抹平趋同。虽然在短
期之内价差对个人的投资决策可能
会产生影响，但在限售政策以及正在
健全的一些长效机制作用下，两个市
场是可以区隔发展的，并不是需要完
全统一。”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分析认为，客观看待本轮一手
房价格抑制和反弹现象很关键，未来
建议对一手房进行产品的细分，这样
有助于剔除上涨的因素，让中高端和
刚需产品的定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多城市一二手房价格严重“倒挂”

刘 旭

进入夏季，卫生间的使用频率也
较往常更高了。卫生间的空间不大，
但装修的过程却很复杂，涉及水、电、
气，如果不稍加留意，可能就会为日
后的使用留下安全隐患。速美超级家
专家丁三宝和装饰设计师刘荣芳为
大家分享卫生间装修中需要注意的
事项，希望大家能更安全更舒适地使
用卫生间。

淋浴房的玻璃厚度有讲究

很多户型的卫生间空间不是很
大，想要干湿分离、安装淋浴房或淋
浴屏是个很好的选择。但在淋浴房的
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玻璃炸裂
伤人的案例。那要如何选择淋浴房和
淋浴屏呢？丁三宝提示大家，淋浴房
是玻璃制品，考虑到安全问题要选择
钢化玻璃，玻璃上最好经过贴膜处
理，玻璃的厚度也是有讲究的，厚度

在12毫米左右，也不宜选择太厚的，
因为玻璃太厚不易运输和安装。淋浴
房加工安装时需要打孔，打孔后一定
要留意玻璃有没有出现裂纹。玻璃的
质量不合格，没有经过防撞击处理、
洗澡时过热或过冷都可能会导致淋
浴房玻璃爆裂，因此刘荣芳提示大
家，购买淋浴房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质量会更有保障。

洗衣机尽量不放在卫浴间

洗衣机需要连接水管，为了方便
很多家庭选择将洗衣机置于卫生间
内。刘荣芳表示，不建议将洗衣机放置
在卫生间内，因为长期在潮湿的环境
中，洗衣机不仅容易老化还会滋生细
菌。丁三宝也表示，虽然洗衣机都具备
防水功能，但是经常被水淋可能会引
起电路故障，如果有条件尽量将洗衣
机放在通风阳光不直射的地方，如果
不得不将洗衣机放置在卫生间内，一
定要注意尽量避免洗衣机淋到水。

封闭式卫生间做好通风

一些户型的卫生间没有窗户，洗
澡时卫生间温度升高可能会产生憋闷
感，因此封闭式卫生间一定要做好通
风设备。丁三宝提示消费者，安装排风
扇的位置很重要，安装在淋浴的上方，
偏半米左右，靠近排风口的位置，因为
排风管道越短排风的效果越好。排风
扇有一个止逆阀，是防止抽出去的风
被吸回来的，这个止逆阀的密封工作
一定要做到位，否则可能会反味。

卫生间电路改造有技巧

卫生间的水电改造也是需要格外
用心的。丁三宝强调，卫生间的水电改
造最好在顶上施工，避免地面施工，因
为卫生间的地面有防水，拆除维修可能
会破坏防水。暖风浴霸等设备最好提前
买好，根据设备需要提前将线的位置预
留好。电路改造电线的粗细程度也很重
要，一定要根据物品的额定功率。卫生
间电源插头的位置一定要高于水位，举
例来说，热水器有进水和出水以及电源
线，电源插头一定要高于水管，尽量将
热水器和电源插头的位置分别置于两
面墙上，电源插头一定要选择防溅的。

防滑措施要做好

卫生间地上经常会有水，因此防
滑措施一定要做好，除了选择防滑的
瓷砖外，刘荣芳表示，在地上铺上地
垫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尽管铺设
的防滑瓷砖，洗澡时使用的沐浴液洗
发液等也会导致地面非常湿滑，地垫
可以有效地防滑。除此之外，刘荣芳
还强调，家里有老人的，在淋浴和坐
便器的侧边安装助力器，可以有效帮
助老人安全使用卫生间。

您家的卫浴间安全吗？

山 晚

“贴了瓷砖后，你家做什么颜色的美缝？”“美缝价格怎么算？”“买哪
种美缝产品能够兼具坚固耐用又美观的特点？”“什么时候是美缝的最
佳时机？”……这些都是业主关心的“美缝”问题。

美缝产品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产品更新换代快，工艺也不断精进。为
此，笔者走访了多个装修卖场以及工地，发现美缝产品五花八门，各种各
样的名称混淆概念，如果不做功课，消费者很容易被不法商家“套路”。

瓷砖勾缝白水泥几乎绝迹

正常铺贴瓷砖时，砖缝一般会留1-3毫米的缝隙，笔者了解到，目前
瓦工最常见的留缝宽度是1毫米、1.5毫米和2毫米三种。在铺砖时使用瓷
砖定位十字卡作为辅助工具，需要多大的砖缝，就买相应规格的十字卡。
留了缝就需要用另一种材质的物质把缝隙填充，才更容易打理、清洁。

既然砖缝是避免不了了，那么瓷砖勾缝产品有什么选择呢？“以前，
瓷砖勾缝基本都是用白水泥，家家户户都没什么差别。但是白水泥有一
个缺点，使用时间一长容易变黑、老化、脱落，非常不美观。”某品牌美缝
负责人指出，白水泥和腻子粉在材质上基本上没有区别，由粉状材质加
水搅拌成膏状物，然后把这种膏状物往瓷砖缝里填。现在市面上几乎不
用白水泥填充地面砖缝了，因为防水性、耐磨性几乎为零，一抹就掉灰。
但在墙面砖缝中仍有少数人使用。

在白水泥之后，勾缝剂占据了一段时间市场的主要份额。“美缝剂
比白水泥稳定性要高，由水性环氧树脂作为基底，可添加多种颜料形成
不同颜色，是真正意义上从勾缝变成美缝，颜色选择更丰富，防水、防霉
性能更好，耐磨性增加。但是时间一长，美缝剂容易变形、不耐高温，缝
隙容易塌陷、积累污物，慢慢也就被淘汰了。”

此外，市场也有无缝砖在售，但铺贴时仍然需要留出缝隙，一方面
是瓷砖本身会热胀冷缩，另一方面铺贴时不管是用瓷砖胶还是水泥砂
浆，这层界面变干之后会对瓷砖有一个作用力，不留缝隙的话，很容易
发生开裂、崩瓷的现象。

瓷缝剂当道成市场主打

在勾缝剂和美缝剂淘汰后，瓷缝剂成为目前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
替代品。如果是勾缝，贴砖之后一两天就能施工；如果是用瓷缝剂美缝，
瓷砖贴完之后一周左右才可以施工。美缝时，水泥砂浆都干透了，缝的
填充会更饱满均匀。美缝做完之后需要等第二天再除掉多余的部分，就
会变得十分美观。

瓷缝剂作为美缝剂的升级产品，主要是其中的树脂基成本更新换代，
这种产品耐磨性更高，防水、防霉、耐擦洗，抗污性能优秀，硬度高，质感和
亮面瓷砖一样，会反光，颜色多，以白色、灰色、金色、银色、黑色为主。

但不少品牌瓷缝剂打着“环保噱头”推出“水性瓷缝剂”“水瓷胶”等
高价产品，这类支出是不必要的。只要是质量可靠的瓷缝剂，其基本成
分大都为油性树脂基。

除瓷缝剂之外，还有一种环氧彩砂产品，外观不像瓷缝剂是亮光质
感，而是哑光质感，颜色低调、效果更显奢华，同样具备填充性好，防水、
防霉、耐擦洗、抗污性能优秀、硬度高的特质。这类产品价格更贵一些，
进口品牌和国产品牌价格差异大。

瓦工结束后填缝最合适

很多人咨询：什么时候做美缝合适？
瓦工结束后美缝是最佳时机。因为此时还没有做吊顶和橱柜，吊顶

里面的墙面以及橱柜后面、下方的面积都可以全部做美缝，万一有漏水
现象，做了美缝比空着缝隙要好。

还有读者咨询：“地暖房铺瓷砖，是否可以用瓷缝剂？”专业人士表
示，只有水性环氧树脂的美缝剂不适用于地暖，会有变形塌陷的风险，
其他类型美缝产品都可以用在地暖供热的地面。

瓷缝剂施工价格较高，根据瓷砖尺寸，包工包料市场均价约15-45
元/平方米。

选择做瓷砖美缝，应该去哪里找人施工呢？
首先可以在品牌瓷砖店找合作美缝师傅；其次是在家居卖场、建材

超市直接购买材料，品牌商上门施工。如果与品牌商家、商场合作寻找
此类服务，有售后服务、有保障。也可以通过美缝名片，联系流动师傅上
门施工。师傅相约上门测量及选色，比对瓷砖现场试色。选好颜色后，施
工师傅会综合报价，按米或面积算出总价。业内人士表示：找流动施工
师傅有一个缺点，不能上门试色，只能通过上门用色卡比对、手机存图
等方式选色，效果和售后不能保证。

更新换代快更新换代快 瓷砖美缝谨防被忽悠瓷砖美缝谨防被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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