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技巧：

多用于小户型，挑高5米、挑

高4.9米，实际上也是“偷”面积的一种。将

房屋层高设计到4.8米、4.9米甚至更高后，

在上层做一个层高低于2.2米的阁楼，营造

出小复式的概念。 东莞市有关部门为了防

范这种户型，后来将住宅层高限制为4米。

“所谓送面积，其实都是开发商钻政策

的空子‘偷面积’，使得项目实际容积率高于

控规的上限。”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设计总监、高级建筑师马宏超称，偷面积

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是消费者从中获利，用

更低的总价获得了更大面积的房子， 但是在

实际居住中，会明显感觉到居住密度高，居住

舒适度也会下降。 比如一个小区本身规划为

10万平米，开发商“偷面积”之后会变成12万

平米，入住的人数也会增加，而小区相应的配

套、车位、物管是没变的，可以看作是配套降

低，容积率变相上升，这是隐形的伤害。

马宏超进一步分析， 许多消费者都认为

自己花了更低的总价买了更大面积的房子，

然而实际上， 从利润的角度来看， 容积率越

高，开发商可售面积越多，利润也就越高，但

高容积率意味着居住舒适度降低。 容积率在

土地出让合同中是规定了范围的， 而不用计

算容积率的赠送面积， 就是突破这个范围的

手段之一。 开发商基本上不会把计算容积率

的部分送给购房者， 而是将不写入产权部分

的面积（即不计容面积）以高于成本价、低于

计容部分销售单价，在房款总价中体现出来，

引导购房者去计算使用面积的单价。 比如一

套房110平米，其中写入产权部分为100平米，

不计容的赠送部分为10平米。若总价为100万

元， 则单价为100万元÷100平米=1万元，但

销售员会引导你去计算：100万元÷110平米

=9090元。

市民罗先生在买房后算了一笔账。2010年，

他在静康路买了一套65平米的房子， 置业顾问

说，这套房子实得面积有85平米，总价73万元，

实得单价才8500余元， 还是精装修。 罗先生一

算，确实很划得来，也没多想就买了。后来一细

算，按照产权面积，其实房子单价为11000元，而

相邻的一个楼盘建面单价才8000多元。

开发商如此算单价， 一方面隐藏了不计

容部分被高价卖出的事实， 另一方面摊低了

销售单价，在竞争上有了优势。即便有不同程

度的让利，但是定价权在开发商，很难讲清楚

到底哪些地方是真的送，哪些是假的送。而且

所送面积不一定完全具有实用价值， 赠送面

积的改造也费一定成本， 这些都是消费者在

购房之初容易忽略掉的问题。

当然，偷面积也有好处，最直接的反映就在

物管费上，根据规定，物业管理收费是按照合同

上的建筑面积计算，赠送部分不计算在内。

正合地产相关负责人称，“偷面积”这一

做法2008年以后就在成都大面积出现，许多开

发商为提高竞争力，别人送自己也要送，于是

出现各种钻政策空子的面积赠送。 消费者应

擦亮眼睛，多方比选，理性看待“赠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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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9月， 位于城南大源的一楼盘即将开盘。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其施工工地外墙

上喷涂了大大的广告，广告卖点就是“超大

赠送”， 主打两个户型：“129平米实得155平

米”、“155平米实得240平米”。 而在其售楼

部，置业顾问也是以“超大赠送”为主要推销

点。至于“送面积”的方式，主要为阳台算一

半或者阳台变卧室； 超高层高自行隔断变为

两层楼……这一卖点让消费者趋之若鹜。记

者随机采访的十余位意向性购房者中， 几乎

都认为这样的赠送使得单价更低， 购得的面

积更大，性价比很高。

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附近的几个

在售楼盘，发现或多或少都有赠送。“这套房

子很划算，阳台卧室好些面积都是送的。”置

业顾问的这套说辞算得上是营销法宝。

记者采访了50位已经购房或者准备购房

的消费者，7成左右的购房者认为自己从“赠

送面积”中得到了实惠，用低总价购得了更

大面积的房子；8成消费者喜爱的赠送面积区

域为地下室、 入户花园等大面积且无需改造

即可使用的区域。而对于赠送的面积，50位购

房者最担心的是赠送面积的使用功能与当初

购房时对方的承诺不一致。

然而市民付女士已经渐渐感受到了“超

大赠送面积”带来的不便。付女士和先生在

2011年购买了一套城南某楼盘89平米的户

型，当时最看重的就是其超大赠送面积。生活

阳台、卧室、主卧外180度的观景阳台几乎全

为赠送，赠送面积高达40平米，实得面积129

平米，实得单价才5000多元，低于当时周边的

房价，让两人觉得很划算。

2013年9月交房后，两人发现，赠送的面积

其实只有30余平米。但是由于户型非常方正，

赠送的面积实用率很高，还是觉得比较满意。

但今年正式入住后， 两人发现在公共使用空

间、车位配比上明显感觉紧张。付女士说，超大

赠送面积本来就会提高容积率。比如他们89平

米的房子，可能就住一家三口，现在变成了129

平米，可以住进5人，而整个小区都是这样的

“超大面积”户型，入住的人数翻倍了，舒适感

自然降低。

很多购房者都会被“超大赠送面积”这

句话打动，他们认为，送面积似乎就意味着

房价降低，或者居住面积变大，觉得非常划

算。那么消费者是否真从这种“超大赠送面

积”中获益呢？

成都商报记者随后走访了多个以超大

赠送面积为卖点的楼盘。 熊小姐在2010年购

买了一套位于高新西区万景峰的39平米户

型， 当时该户型的最大卖点就是层高为5.9

米，可以将一套房子隔成两套，相当于用23万

元左右买了一套约80平米的房子， 实得单价

还不到4000元/平米。今年熊小姐将房子装修

好已经出租。

记者在这套房子看到，交房时开发商已经

将楼板隔成两层，因此装修时并不需要业主

再自行搭建，这样一改变，39平米的房子变成

楼上楼下“两套房子”，而且都有卫生间、阳

台和卧室，完全不影响使用。熊小姐说，原本

一套39平米的标间只能租给2个人，现在则可

以让4个人入住，租金收益自然更高。不过熊

小姐也承认，入住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后小

区势必会更加拥挤。

抽样调查

7成购房者认为

“赠送面积”很划算

5.9米层高加隔层

39平米扩容一倍

案例

1

室内面积大了 小区也显拥挤了

案例

2

业内观点

理性看待赠送面积：

多了点空间 省了点物管费 但小区更拥挤了

偷面积十大神技

开发商 “偷面积” 的手法可谓花样百

出， 成都商报记者特为你总结出偷面积十

大招数，这其中，利用公共部分增加面积、

赠送阳台及飘窗是最常用的手法。

主要技巧：

把带窗外墙向外推移，把窗

台放到最低，做成大玻璃窗，这样在外立面

上会凸出一部分。 按照之前的建筑设计规

范规定：2.2米以下空间不计入建筑面积，

只要凸窗部分层高不超过2.2米，便可有效

“偷” 到面积。 这样通过 “低台凸窗”变

“落地凸窗” 的做法， 使得房屋空间更舒

适，并与内部空间有效地结合起来。

低台凸窗变落地凸窗

1

主要技巧：

主要针对小户型产品，为了

“偷”得面积增加卖点，开发商在报建方案

上是以管道井等理由进行报建， 按照之前

的设计规范此部分不计算面积。

管道井变客厅

2

3

赠送大露台和半地下室

主要技巧：

大露台和2.2米以下的半地

下室由于不计入建筑面积， 不少开发商通

过赠送大露台和半地下室来增大使用空

间，这一招不但能“偷”到很大面积，更有

甚者能“抢”出一个房间，开发商往往将大

露台与客厅或卧室相连。

主要技巧：

通过报建的时候，在平面图

上户与户之间设计成漏空部分，然后在结构

上搭建受力梁。在验收交楼后，再安排施工

队伍对漏空部分进行加建，“偷”出房间来。

立面造型空间变卧室

4

5

主要技巧：

在报建方案中设计为阳台，

然后再搭建一个受力梁；待验收后，再利用

这个梁和阳台搭建楼板“偷”出一间卧室。

阳台变卧室

6

超大入户花园和大阳台

主要技巧：

由于入户花园和阳台只计

一半建筑面积， 开发商做大入户花园和阳

台也属“偷面积”之举。南城某楼盘的入户

花园接近10平米，当属通过入户花园“偷

面积”之典型。

主要技巧：

在层高3米不变的情况下，利

用上下两层的空间差异形成2.2m＋3.8m（相

加刚好等于两层6米）层高，赠送面积。即在

其中一层，将某个房间设计成2.2米高，此部

分就可以不计建筑面积。然后在相同的位置

上，再利用上一层和下一层设计成层高为3.8

米的空中合院，又可以计算一半面积。

奇偶层交错

7

8

主要技巧：

隐藏式衣橱的设计方法有

点类似低台凸窗， 通过外墙外移并将其做

成凸窗完成，只是这里的凸窗改成了“衣

橱”。和凸窗一样，隐藏式衣橱的高度通常

在2.2米以下，不用计入建筑面积。

隐藏式衣橱

主要技巧：

适用于产品顶层，通称坡屋

顶设计，即坡屋顶的高度控制在2.2米以内。

赠送阁楼

9

层高做大变成挑高房源

10

链/接

“偷面积”那些事儿

或将成为一个传说

建筑新规7月正式实施，过去赠送的飘窗阳台等将计算面积

■

旧规：

只要“建筑飘窗突出

外墙结构边线不大于0.6米、高度(含

上下结构厚度) 小于2.2米且窗台面

抬高0.3米以上的”， 就可以不计算

建筑面积。

■

新规：

“窗台与室内楼地面高

差在0.45米以下且结构净高在2.1米及

以上的凸（飘）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

围水平面积计算1/2面积。”

新规对算面积飘窗的条件设定，

基本涵盖了当前主流的飘窗设计，即

意味着这些以前不纳入建筑面积计

算的飘窗，以后都要算一半面积了。

■

旧规：

“凡房屋结构范围内

标注阳台、空中花园、入户花园等建

筑空间，均按阳台计算建筑面积，即

按投影面积计算1/2面积。”

■

新规：

“在主体结构内的阳

台， 应按其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全面积；在主体结构外的阳台，应按

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1/2

面积。”

这就意味着， 在主体结构内的

阳台将全部计算入建筑面积， 赠送

1/2

面积的“免费午餐”将不再有。

大飘窗不再赠送

要算一半的面积

阳台、入户花园

不再是免费午餐

新

旧

规

对

比

129

平 米 实 得

155

平米户型 ，

其阳台、 卧室 、

露 台 基 本 是 全

赠 送 或 者 半 赠

送

89

平米变

129

平

米户型

,

虚线框

部 分 为 全 赠 送

或半赠送面积

制图

/

帅灵茜

送阳台、送飘窗、送露台、送地下

室，甚至送书房，尤其是针对一些大户

型、LOFT户型，送的面积更令人心动。

而今年7月1日《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

算规范》的实施，让热门的飘窗、挑高

露台、通风井、地下室等，要在相应的范

围内实打实地算上面积，“偷面积”将

不再容易。

正合地产相关负责人称，由于新规

从7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目前成都市场

上销售的主要房源还是以前早就报规

报建的，因此新规的出台暂时看不出对

楼市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新规的实施

能对房地产市场起到一个更好的规范。

“偷面积”对于开发商来说，究竟

意味着什么？对于购房者来说，赠送面

积真的很划算吗？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