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产家居
编辑：张召旭 组版：肖婷婷

C06

今日聊城
2010 . 11 . 11 星期四

还贷吃力市民忍痛割爱

不愿做房奴把新房租了出去

教你精挑复合地板 先看后比再算

本报聊城 11 月 10 日

讯(记者 张召旭) 随着

房价的不断攀升，很多工

薪阶层的市民难以支付高

额房价，有市民被“逼”

用“以租抵贷”、“以房
养房”的方式供养住房，

一些市民表示，这也是没

办法的办法。

10 日，市民王先生

告诉记者，由于贷款的压
力，他决定等购置的新房
交房后，暂时不居住，经

过简单装修以后直接租出

去，他们临时和父母住在

一块。王先生说，他在兴
华路一新建小区花 60 万

元购买了一套住房，为了

尽可能少还贷款，他东拼

西凑交了 22 万元首付，

仍有 38 万元需要贷款。

现在每月还要还 2000 元

房贷。王先生每月工资只

有 1500 元，他妻子每月

工资 1200 元，两人还房
贷很吃力。王先生认为他

新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

房租应该比较客观。

“我也是考虑了很长

时间才做的决定，为此我

还和妻子吵了好几次，但

她最终还是妥协了。你想

想谁愿意把自己没有住过

的新房子租出去，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王先

生说，虽然这样做他很心
疼新房子，但在还贷压力

面前，只好忍痛割爱了。

记者了解到，“以租抵

贷”的市民并不在少数，

因为贷款的压力，将本来

用于自住的新房出租还

贷，也是不少市民怕做房
奴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对此，城区一家房产
中介工作人员说，有效整
合房产资源，减轻还贷压
力是可行的，但也有一定

风险。比如房子的地理区

位、内在品质、周边环境

等特点，直接影响到租金

的高低，所以要慎用“以
租抵贷”方式购房。不要
将预期的房租收入作为按

揭贷款主要还款来源，因
为这样可能会存在房屋空

置的风险，而更换租客时
的装修及购置家电、家具

的成本、房屋保险和基础

设施维修也需要一定开

支，这些因素市民都要考

虑在内。

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
选择耐磨、易保养的复合

地板，而面对市场上五花

八门的复合地板品牌，琳

琅满目的复合地板标准以
及难以分辨的产品差异，又

显得无所适从。所以在选择

复合地板时，小编建议采取

先看、后比、再计算的方法，

更简单更迅速地选择适合

自己的复合地板。

首先是用眼睛来衡

量。您可以看看地板的花

色款式，选择与自家装修
风格、墙面及家具颜色相
搭配的地板。一般来说，房
间颜色从地到顶逐渐加

深，会给人伸展和谐的感

觉，在视觉上有增加房高

的效果。所以在房间不高

的情况下，最好遵循地面

深、墙顶浅的原则来挑选
地板的颜色。当然，如果

喜欢个性化设计或者房间

比较高，也可以选择白

色、彩色，甚至带拼花图

案的复合地板，充分显示
个性魅力。

一般来说，地板经销
商都会在展销厅铺设一些
地板样品。可以直接看到

这种地板的铺设整体效
果，特别要注意观察其铺

设质量。主要是从各个角

度察看地板的接缝处是否
明显。质量好、咬合紧密的

复合地板从任何角度观察
都应该看似没有接缝，仿
佛是一块整体地板。

另外，地板光泽度也

是值得察看的地方，因为

复合地板表面耐磨层撒了

三氧化二铝颗粒，这种颗

粒是不透明物质，如果撒

得少了，地板的耐磨程度

就得不到保障；反之，撒得

多了地板的光泽度、透明

度、仿真度和花纹效果都

会受到影响。

鉴于某些产品广告突

出复合地板耐磨转数的宣
传，使很多消费者误以为

选择耐磨转数高的地板就

是好地板。其实，耐磨转数
只是衡量复合地板耐磨性
能的一个指标。

现在市场上流行 IP

(初始磨损点)、FP(最终磨

损点)、AP(平均磨损点)三

种不同的耐磨转数，他们

不具有可比性。而且，因为
耐磨转数容易给消费者理

解上带来混乱，以它来衡

量地板的好坏又过分偏

颇，所以欧洲最终废弃了

以耐磨转数衡量地板好坏

的做法。

装修是件大兴土木又

需要破费的大事，很多消
费者都希望买到经济实惠

的地板，但经济实惠不能

与价格便宜划等号。因为
地板作为一种耐用消费
品，它的价值除了简单的

售价，还要与使用年限、产
品质量、售后服务、流行时
间等综合因素挂钩。

现在，有些不法商贩
趁着复合地板行业标准不
清，消费者不易比较的空

子，混水摸鱼，制造销售假

冒伪劣复合地板。据地板

委员会调查，目前市场上

的假冒伪劣地板从表面上

看花纹、光泽度、外包装都

过得去，商家更是打着清

仓处理、季节优惠等幌子，

价格一降再降，很吸引人。

但有的地板拿砂纸在一处

反复打磨十几次就能磨出

白花。像这种质量低劣的

地板，虽然便宜，但用不了

几个月就会出问题，而正
规复合地板的使用寿命都

在 10 年以上，相比之下，

您会发现这些表面便宜的

地板其使用价值远远高于

质量过硬的名牌产品。

可以算一笔细账，假

设您的房子需要铺设 100

平方米的复合地板，如果

选用每平方米 60 元的假

冒伪劣产品，一共需要
6000 元；选用每平方米
180 元的高档名牌地板则

需要 18000 元，表面上看

买高档地板多花了 12000

元，但假冒伪劣地板一般

用不了半年就会出现磨

花、起鼓等问题，而且其经

销商往往是一锤子买卖，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售后

服务无从谈起，出了问题

您只能自认倒霉；而名牌

产品一般为了保持市场信
誉，配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体系，即使地板出了问题，

经销商也会负责维修或更

换。所以如果假冒伪劣地
板的使用时间为半年，那

么摊算后每天就是 33 . 3

元，而正规地板的使用年

限都在 10 年以上，而很多

高档复合地板则提出产品

使用 10 年以上的承诺，以
10 年计算，高档地板每天

仅合 5 元。如此一算，表面

便宜的复合地板反到比高

档地板使用价值贵出 6

倍。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

吓一跳。

所以，在挑选复合地
板时，最好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选择一些名牌产品

或地板委员会等行业协会

推荐的优秀产品，多看、多

比，多计算。

除去家庭装修

油漆味的妙招

油漆味

新油漆的墙壁或家具有一股浓

烈的油漆味，要去除漆味，你只需
在室内放两盆冷盐水，一至两天漆

味便除，也可将洋葱浸泡盆中，同

样有效。

居室异味

居室空气污浊，可在灯泡上滴

几滴香水或风油精，遇热后会散发
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脾。

盛器打满凉水，然后加入适量

食醋放在通风房间，并打开家具

门。这样既可适量蒸发水份保护墙

顶涂料面，又可吸收消除残留异

味。

买些菠萝在每个房间放上几

个，大的房间可多放一些。因为菠
萝是粗纤维类水果，既可起到吸收
油漆味又可达到散发菠萝的清香味
道、加快清除异味的速度，起到了

两全其美的效果。

要快速清除残留油漆味，可用

柠檬酸浸湿棉球，挂在室内以及木

器家具内。

刚装修过的房屋往往有天纳水

等各种刺鼻的化工原料气味，把一

只破开肚的菠萝蜜(一种形似榴莲

的热带水果,但绝不是榴莲啊!!放榴

莲可糟了!)放在屋内，由于菠萝蜜

个体大(一般有西瓜那么大)，香味

极浓，几天就可以把异味吸光。

在房间里摆放桔皮、柠檬皮等

物品，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去味方
法，不过它们的见效不会很迅速。

健康厨房拒绝五种不环保橱柜
化学污染>>

除了甲醛以外，橱柜内

可能还存在着有害物质苯、

氡等。除了面板以外，还有

柜体板和粘胶都需要进行
相关处理，才能保证各项有

害物质的含量不超标。

物理伤害>>
材料、做工低劣的橱

柜，可能在细节处存在毛

刺、尖角、快口等，这些未经

合理处理的部分，很容易造

成身体伤害。在橱柜上直接

处理食物，可能因为台面质

量问题，造成误食杂质、碎

屑等情况，对健康也有危

害。

橱柜还存在噪音、光线

的污染，要避免这些问题，

就要使用高质量的五金件，

合理选择面板和台面。

材料不循环浪费>>
从材料的环保性来说，

铝质要比不锈钢材料更好，

因为铝的沸点比较低，只有

2 0 0 度，而不锈钢要高达

2000 度，不利于材料的再循

环加工。

有些不显眼的部分，

比如橱柜的调整脚，完全

可以使用塑料回料，只要

它强度合格，没有必要非
选用所谓的 ABS 塑料等。

很少节能型设计>>
水槽的选用直接影响

到自来水的使用量。单个

大水槽和目前比较流行的

双槽水槽相比，后者更节

约用水;因为大水槽需要蓄

更多的水，而且双水槽可
以浸、洗分开，能更加合

理用水。

煤气灶的设置应该尽

量避开风口，如果安装在

门边，使用时煤气会受到

流动空气的影响，不仅燃

气的使用量会增大，而且

油烟被风吹散，无法集中

吸收，会影响抽油烟机的

工作。

垃圾污染环境>>
厨房一直被认为是垃

圾的“制造车间”，弄脏

地板、堵塞水槽已经司空
见惯，而清理残留的垃圾

不当，则容易滋生细菌，

同时还会招来四害。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人们在自家的厨房对垃圾

进行预处理，通过安装垃

圾粉碎机，可以让部分垃

圾直接通过废水管排出;而

这些垃圾残渣，可以在水

厂被回收，加工成有机肥
料，一举两得。

使用不安全>>
橱柜是水、电、煤大集

合的地方，如果这三样东西

使用不当，都会对环境造成

危害，甚至影响到人身安

全。水槽中的溢水口要合理

设置;电器、电线和插头避免

漏电;还有煤气的阀门等。

虽然这些并不直接属
于橱柜，但是它和橱柜的设

计、安装连为一体，因此在

安装橱柜之初，就必须一并

考虑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