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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园地

毕毕业买房业买房
应量力而行应量力而行

本报记者 王 鑫

毕业买房再啃老

新一年的毕业季来临，对于即将走

出校园的大学生们来说，不管是工作还

是生活，都离不开房子。“住哪儿”无疑

成了应届毕业生所思考的问题，出于投

资或者婚姻等需要，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加入“买房族”大军。

日前，记者走访多个楼盘发现，家

长帮孩子看房，或者带着孩子看房的情

况并不少见。许多楼盘的销售人员也都

表示，在近段时间的购房者之中，年轻

的“买房族”群体明显增多。“要知道孩

子如果没房子，连结婚都成问题，早

点给孩子买房也完成了一桩大事。”居

民林先生说。

在某楼盘销售中心，销售顾问告诉

记者，“节假日、寒暑假家长带孩子来看

房的并不少，他们多将目标集中在小户

型。大多是父母出首付，子女还月供，

但也不乏父母付全额房款的。”

购房原因各不同

近日，有针对“年轻的买房族”的调

查显示，近六成调查者身边有毕业就买

房的现象，可见“毕房族”并不是一个小

群体。为什么刚毕业就急着买房呢？

在不少毕业生看来，租别人的房子，不

仅没有归属感，房租压力也让多数人望

而却步，所以有条件的毕业生会选择买

房，想要摆脱租房的尴尬，拥有自己的

一方小天地。

为什么急着买房？刚大学毕业的

小陆表示，“我父母说买房还是要趁

早，不然以后房价涨了，承担的压力

更大！虽然被扣上‘啃老族’帽子，

但也是无奈之举。”也有人表示买房是

为结婚，有房才能结婚这已是一个普

遍的社会现象，很多家庭会因孩子结

婚而买房子。

年轻人买房的心态各有不同，“早

买早安心”成为年轻人的焦虑所在，事

业梦想和房价上涨赛跑；有交房租的

钱还不如自己买房还贷。当前很多人

把房子当作婚姻的准入门槛，年轻人

对房子的需求凸显了内在的深度焦

虑，也有不少购房者把房子当作获得

安全感的方式。

毕业生买房需注意

年轻人买房，大多是人生中的第

一套房子。面对如此重要的选择，业

内人士建议，一定要提早做好规划，

量力而为。

买房一定要明确自己为何买房，以

及购买这套房子能给生活带来哪些影

响。对于资金紧张的人来说，购房是

一件影响未来几年生活的大事，所以

一定要考虑全面，包括未来自己工作

生活变动等。

在购房时，还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

况。大多数“毕房族”由于缺乏经济来

源，都是父母资助首付款，但按揭款往

往是自己负担，所以购房时按揭款的比

例最好不超过月收入的 30%，以免给生

活带来较大影响。

此外，业内人士提醒，刚毕业的大

学生应该明确自己未来的规划，购房

时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应该以小户

型为主，这样即使不住，也方便以后或

租或卖。⑨9

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年轻人买第一套房子

的年龄约在27岁到 29岁之间，换句话说，刚刚毕业的大

学生工作未满五年就已经买房了。但是在楼市还有一批

更早买房的人群，他们就是“毕房族”，他们一手拿毕业

证，另外一只手就已拿到房产证。

本报记者 王 鑫

别看布局看格局
在我们所见过的样板房中，有些是

在楼栋内，参观这类样板房可以亲身体

会楼栋采光通风效果。而有些另外设

在销售中心内或项目广场内，这些称之

为临时样板房。

与一般样板房相比，临时样板房所

反映的内容更少，它不能反映出户型朝

向，体验不到采光通风效果，也不能

反映楼盘建筑质量。购房者参观临时

样板房只能看户型格局，看客厅、厨

房、卫生间、卧室、阳台等布置。开

发商会告诉购房者，临时样板房与实

际的样板房面积、布局一致。但是购

房者不可轻易相信，毕竟建成的楼宇

与工程图纸也存在误差，更何况是临

时样板房。

因此，在参观样板房时，可以体会

一下房间的格局是否合理，开间、进深

的比例是否恰当，卫生间、厨房等小空

间的面积是否够用等。并且，还要问清

楚，交房时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同

的，哪些是随房配备的。

别看家具看空屋
别以为家具摆放跟样板房关系不

大，实际上有些样板房里的家具很可能

你在市面上都买不到，有的壁橱更是仅

仅做个样子，干脆就是贴在墙上的。还

有些家具，就是为了烘托整个房间的环

境和氛围。

有时候，购房者将新家装修好

后，感到新家比样板房空间小，这是

因为有些开发商为了让小户型变大，

会打造比普通规格小的家具，例如：

一般床尺寸是 1.5×2米，而样板房的床

可能是 1.3×1.8米。“缩水”家具让小户

型看起来更大。很多样板房选择挂墙

液晶电视，客厅空调也选择壁挂式

的。购房者在布置空间时，选用了

体积较大的家电，空间就一下子不够

用了。

为了绕开这些“迷雾”，购房者最好

拿着户型图，带上卷尺，通过对比丈量

确认空间大小。

别看样子看合同
现在买房子，精装修的项目也越

来越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样

板房就是将来交付的标本。因此，这

样的样板房就更要注意：居室内的洁

具、地砖、地板、暖器、空调、排油

烟机、塑钢窗及户门等附属设施，包

括品牌的选择，是否与将来的交房标

准相同。

除了看整体装修效果以外，主要看

油漆的施工质量。油漆工艺不能光看，

还应用手去触摸，用手感来评定质量。

装修样板房的墙面乳胶漆则看涂刷是

否均匀，颜色是否一致，墙面是否方正、

平滑等。

精装修的房子更要注意，样板房什

么样？用的什么产品？合同必须写清

楚。如果有可能，尽量在购房合同中

进行约定，把房子交付时的装修标准

在合同中明确、完善地体现出来。总

之，购房者一定要以客观、冷静的心

态去“挑剔”房型结构布局和其内在

的质量，才不会在房子到手后出现太

大的心理落差。⑨9

别被第一印象“迷”了眼

面对样板房教你如何看门道

如今，美轮美奂的样板房往往是消费者看房的主要落脚点。绝大多数

楼盘都会推出各种户型的样板房供购房者参观。一些楼盘的样板房不仅装

修各具特色，而且房间内的软装饰和灯光也非常漂亮，整体视觉效果相当

不错。

但也正是这样，更容易让人产生充分的遐想，好像自己将来的家也一

定与样板房不相上下。如果你是为了买房而看样板房的话，一定要仔细看

清楚了，有些美丽，往往都是过眼繁华。那么，怎么才能透过现象看本

质，从“热闹”中看出门道来呢？

置业宝典

购房提醒

买房前，居住成本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王 鑫

买现房更省心

记者日前走访了几家正在销售现房的售楼中心，发现

沙盘前很多购房者在精心挑选现房房源。正在看房的吴先

生告诉记者：“买现房觉得踏实。我们从年初就准备换房

子，但一直都没出手，现在看到现房在售，虽然楼层可能

不是自己最初看重的那层，但是价格也更实惠。”该楼盘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自从楼盘进入现房销售以来，不少客

户都会要求去实体楼看看所选的房子。然后再比较，这样

大家会觉得更直观。”

对于很多急需购房的购房者来说，除了能否买到实惠

的房子以外，什么时候能够住进新家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与其焦急地等待入住，不如购买一套现房，即买即住可以省

去许多烦恼。打算买现房的小王说：“买期房，无论是景

观设计、建筑规划、外立面的用料及色彩、户型等都看不

见。现房却可以实地掌握房屋空间结构，周边配套一般都

比较到位，而且能够尽早入住，省心、安心。”

现房更考验开发商

对开发商来说，现房则是严峻的考验，它让偷工减

料、品质低劣的产品无处遁形，因此，自身品质和品牌显

得更为重要。

有业内人士认为，现房销售是房地产业发展的方向和

趋势，对开发商的资金和实力要求更高，这将更有利于保证

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如今不少楼盘为了增加竞争力都

推出了更为精致的样板间和园林实景，就是用更为真实的

产品模板来打动购房者，而准现房或现房如果做得好的

话，更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动消费者，赢得市场。因此，业

内人士表示，敢于做现房的开发商，往往对品牌信誉、建

筑品质更有信心。

购买现房要会观察

房子就在眼前，随时都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将工程质量

及房子现状细细考察一番。业内人士表示，选择现房要看

是否明厅明室。客厅、卧室、厨房、餐厅、卫生间、书房等，是

家人经常活动的空间，直接采光可以避免白天开灯，节约能

源。同时，阳光灿烂会带来好心情。大起居室是人们喜欢

的格局，它不仅加大人们活动的空间，而且能增加卧室的私

密性，保持家庭温馨的味道。

另外，厨房设施的合理与否是房型设计的重要方面，因

为做饭是很多家庭每天必不可少的。现代化的炊具要求有

较大空间，这样才能将各种炊具等安装好。卫生间布局是

否合理、通风问题要认真考虑。选房时还要看好厨房、厕

所、厅是否附设垂直排气烟囱，以保持室内有良好的空气。

房屋的隔热、保温和防雨功能，是房屋必备的硬件，选房时

也应格外注意。⑨9

质量一目了然
现房更受青睐

与期房相比，现房相对成熟，入住时间相对较

近。现房周边建设一般都比较到位，生活设施基本

都已经成形，交通情况一目了然，也便于对周边价

位和环境进行综合考虑，更加放心。

家居装饰

巧妙布置，
小户型房子也温馨

许多刚上班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小户型房子作为

过渡房，狭小的内部空间令他们觉得装修空间不大。

业内人士认为，就算是单间户型，只要用心规划，也能

成为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天地，改善房主

的舒适自在的租房生活。

本报记者 李京洋

休息区要注意私密性

单间的特点是没有隔断，所以首先要避免开门第一眼

就见到床。一般来说，单人床宽度为 1.2米最合适，床的最佳

摆放位置是有墙靠墙，有窗靠窗，以节省出更多空间。如果

是两个人住需要用双人床，依然建议靠墙只保留一边上下

床，这对节省空间十分重要。还可以通过落地书架、屏风、纱

帘等物件来设置隔断，将睡眠区单独隔离成一个小空间。

工作区桌椅要“轻盈”摆放完床，在床边紧接着放上一

张书桌，省了一个床头柜不说，工作区也就这样铺设开了。

不过，工作区是否有必要、设置的大小等问题则根据个人

的工作性质和习惯等因人而异了。但相信对于“工作狂

人”“加班一族”来说，住的地方能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

区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工作桌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体量

轻、通透感强的支架结构桌子更合适。还可以选择固定在

墙面上的灵活收纳桌，平常状态下贴着墙面不占地方，使

用时展开即可。

会客区重在整洁美观

小单间的会客区其实只要足够招待两三位客人就行。

而招待客人，有一张能坐两到三人的小沙发就很合适，外加

一张小边桌和几个靠枕、坐垫，这样计算下来，一个小会客

区也不过需要两三平方米。而如果你愿意舍弃颜值和舒适

度较高的沙发，改用更实用的小型桌椅，甚至小地桌和坐

垫、蒲团等，需要的空间更小。但会客区要格外重视“颜

值”，起码要整洁美观。

留一个兴趣爱好角落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所以，在你租来的小单

间里，你依然应该保持自己以往的生活爱好和追求，不因租

房而放弃这些生活情趣。如果你喜爱绘画，一个画架也占

用不了你多少地方，而墙面则是你的作品最好的展示区；如

果你喜爱音乐，一个蓝牙音箱也能给你送上愉悦双耳的旋

律，小巧别致的外形也可以让它成为小屋里的装饰；还可以

在房间角落里养上你喜欢的花草盆栽，在与植物生命的互

动中找到租房生活的乐趣。⑨9

本报记者 李京洋

买房前要计算居住成本

针对张女士的这种情况，业内人士

指出，很多人在买房时关注的重点大都

在房价、户型等要素上，却忽视了未来

的居住成本给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

响。所谓居住成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

把房子买下来后因为居住而产生的费

用。事实上，买房后，人们几乎每天都

在支付着居住成本。如果是刚需或改

善型购房者，居住成本是买房之前必须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业内人士建议，与其入住后大费周

章地去“节约”那些居住成本，不如在买

房前就把买房后的费用计算清楚，然后

再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去买房，这样既

完成了安家的梦想，又不至于使自己的

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否则，咬牙买了

房子后却发现，住进房子里的压力丝毫

不比买房子时的压力小。

买了新房须留出装修费

买了新房，可能马上要进行装修，

装修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目前市

场上存在毛坯房和精装修房两类产

品，虽然后者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但

是毛坯房仍是市场的主流。对于普通

住宅来说，这笔费用从几万元到十几

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等，是一笔不算

小的开支。如果不在买房的时候就把

这笔钱预留出来，那装修的时候就会

变得很棘手。

月供应低于月收入 40%
月供就是每月要还多少房贷。无

论购房者是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

款，相信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都已经弄

清楚还款时间和还款数额了。房贷是

居住成本的大头。所以在选择房子

时，总价一定要控制在能接受的范围

内，给自己定下一个最高限。只在这

个限额内买房，超出限额再好的房子也

不能买。

那么每月还款额多少才合适呢？

业内人士建议控制在家庭月收入的

40%以内，以 35%为宜，这样才能不

至于增加生活压力。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年轻人为尽早买房，月供支出超

过家庭收入的一半，导致生活中好多

该买的东西不敢买，该做的事不敢

做，因为还贷压力过重而付出沉重的

代价。

物业、交通费用不容忽视

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宽

带、有线电视，这些费用虽然不多，

但都是长年累月雷打不动的支出。这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物业费。有业内

人士开玩笑称：别看小区门口的保安

见到你就给你敬礼、微笑，那礼貌和

微笑都是业主用钱买来的。这话乍一

听似乎有些夸张，但仔细品味一下，

也不无道理。

业内人士认为在居住成本当中，

常常被忽略的便是交通费用，离市区

越远，虽然房价低了，但可能上下

班、出行交通成本会增多。买房是为

了提升居住品质，如果居住成本支

出预估不足，那就要慎重考虑是否买

房了。⑨9

张女士近日搬进了新居，但是她却并不快乐。原因很简单，新房子住
得很舒服，但是从此以后一家三口可能就要过一段“苦日子”了。原来，张女
士仅仅为了支付这套房子的首付，就用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装修费用基本
都是从父母那里借来的，更让她痛苦的是，每个月的房贷占了整个家庭月收
入的一半以上，她都不知道如此捉襟见肘的生活以后该怎么办了。

在水一方在水一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家平魏家平 摄摄

别样风情 本报记者 魏家平 摄

家园如画家园如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家平魏家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