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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报讯（今报记者 陈祖
强 / 文 林群 / 图）秋天是收
获的季节，为迎合人们的消费
心理，许多楼盘会选择在九月
份、十月份开盘促销，以促成
预期的成交量，也正是所谓的
楼市
“金九银十”。然而，
自“房
住不炒”政策提出落实后，市
场心理预期生变，往常的楼市
“金九银十”相继爽约。今年，
已经进入九月份，仙游楼市
“金九银十”走向将如何？
上月，我县迎来一年中的
最高温，然而楼市成交方面却
出现了近期少有的低谷，284
套的住宅备案数成为近半年
的月成交新低，最高峰为 6 月
份的 477 套。去年同期备案数
据显示，6 月份同样是去年度
房产成交数的最高峰，往后的
楼市则持续低迷，
“金九银十”
成为空谈。这一串相似的数据
也让今年下半年楼市不容乐
观。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
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高达
367 次，调控次数刷新了房地
产调控纪录。7 月底，高层定
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
经济的手段”，进入 9 月份以
来，相关房地产的新闻层出不
穷，
“市场降息，全面降准，都
在路上”
“房贷利率调整”等消
息，也加重了购房者观望的心
态。
“房住不炒”是大方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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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看房。
（资料图）

“房住不炒”
基调下
“金九银十”能否再现？
眼我县楼市，随着 9 月份的到
来，为了再现“金九银十”热
潮，各房地产商相继发力，蓄
势抢客，楼市动态频频。主流
楼盘诸如宏晟、建发、天辉、好
景匯、融头新城、中骏、碧桂园
等一系列楼盘都有新的动作，
如建发·玺院、富力院士廷、金
石华府、永鸿文化城等楼盘相
继推出中秋博饼活动，金威好

市场逐步明朗，目前，仙游
景匯、融头新城迎来开盘。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 城 区 房 价 基 本 稳 定 在 6000
元/㎡ -9000 元/㎡ 的 区 间 ，
我县城市建设日趋完善，特别
是 随 着 鲤 北 片 区 的 开 发 ，学 “从价位上看，应当较为符合
我县大部分购房者的心理价
校、医院、金融、行政服务等服
位，但一些人气楼盘尚未定
务配套的跟进，吸引了不少知
下开盘时间，这也将直接影
名开发商进驻，这也侧面表明
响今年‘金九银十’的成交
了仙游城区地段的地理优越
性。随着“房住不炒”的定调， 量，结果如何？依然只能静
候佳音。”该业内人士表示。
各项政策相继出台落实，房产

9 月我县已新增
入市房源 224 套

借鉴仙游美景
缔造怡情之所

建发·玺院人气十足
今报讯 （今报记者 刘
燕钦 文 / 图） 建发·玺院项
目因其品牌知名度，一经入
市就备受关注。近日，记者
在天博城市广场看到，设在
该商场内一楼的建发·玺院城
市展厅人潮涌动，前往看房
和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人
气旺盛 （如图）。
据悉，建发首入仙游，
择址一城文化、经济、行政
核心的县府原址，
临近实验幼儿园、
仙游一中等名校，
可享海宏购
物广场、鲤

中步行街等配套。建发借鉴
了仙游绮丽秀美的景色，打
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园林意境，融合古典造园要
素，定制一轴、四庭、五园
之格局，细心雕琢归家景致，
一进魁阁晴涛，二进溪光四
面，三进清池涵月，匠心规
划户外会客厅、儿童空
间，为业主缔造怡身、
怡心、怡情之所。
记者了解到，
目前该项目正在
有序施工中，一
应办证工作也在
同步推进。

今报讯（今报记者 刘燕钦）近日，
记者从县房地产信息网获悉，9 月上旬，
我县又有一批住宅房源取得预售证，它
们分别是香港财富中心·悦城 3# 楼和
5# 楼，以及瑞江花园项目，获准销售的
房源总数达 224 套。
具体数字显示，本次获准销售的香
港财富中心·悦城 3# 楼共 111 套，总面
积为 13742.84 平方米；5# 楼也获准销售
111 套，总面积为 13702.28 平方米。
据悉，瑞江花园项目位于赖店镇塗
山村，此次获准销售的房源仅 2 套，总面
积为 617.36㎡，均位于 3# 楼。该项目也
是我县为数不多的乡镇商业住宅项目之
一，
其 3# 楼竣工于 2015 年 09 月 22 日，
总层数为 4 层，总面积为 845.54 平方
米。

世和丽景小区
7# 楼申请公维金
涉及 30 户，预算约 3860 元
今报讯（今报记者 刘燕钦）近日，
县住建局发布世和丽景小区使用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公示。公示显示，此次专
项维修资金涉及业主 30 户，涉及建筑
面积 4412.58㎡，预算金额为 3860 元。
据悉，世和丽景小区 7# 楼 2 梯业
主委托公司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用于更换电梯主板及编码器，并附
上相关文件和表格。该公示期从 9 月 6
日起，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
本次提取的维修资金将从列支范
围内业主的分户账中列支。

◎装修小窍门

新中式家居：
凝练细节
展示层次之美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
化的回归，新中式风格的
家居装饰受到了很多人的
喜爱 （如图）。本期，我们
就来讲讲新中式风格的客
厅在装修时应该注意什么？
首先，新中式风格融
入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的
时尚感，正好满足了现代
人的需求。新中式风格，
特别是从色调上，利用柔
和的清淡典雅色系，打造
出更华丽浪漫的新中式风
格，保留古典元素的同时，
更能走向大众审美视野。
新中式装修绕不开玄
关。玄关是进入房屋的缓
冲地带，也是反映主人文
化精神的“脸面”。新中式
玄关多以浅色为主，喜欢
采用天然原木质地，来呈
现一种朴实无华的意境，
局部再辅以赤色、黄色等
“皇家色彩”，或者清新淡
雅的水墨进行调和，通过
大量凝练的细节，去展示
现代中式家居的层次之美。
高挑的红木花几、细
长的红木条案桌装饰玄关
既适宜又得体，青色地板
规律整齐与天花板藻井上
下呼应，营造古人清旷高
逸的心灵境界。
此外，新中式客厅一
般是开放式的装修设计，
是可以连接到各种功能空
间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确保起客厅内活动的
顺畅。通常在房子规划时
应考虑客厅的通道布局，
可以选择侧面通道设计或
中间横穿式设计。其实最
主要的是保持过道的笔直，
不要有阻挡，以免造成在
日常生活中行走不便。
今报记者 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