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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成都商报“2015交房季”活动自

上周启动以来， 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

烈响应， 针对交房中遇到的各种情况

打进热线或在成都商报APP上进行咨

询、互动。而由成都商报房产、家居两

个部门共同推出的全程免费验房活动

更迎来一大批正准备交房的读者积极

报名。本周，免费验房活动报名通道继

续开通，欢迎广大读者报名参与。

方式

1

：成都商报客户端

1、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入苹果

商店或安卓市场，搜索“成都商报”，

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2、点击进入活

动板块，填写报名表，参与免费验房；

3、 您也可以在投诉板块提交验房中

遇到的问题，我们将进行回复。

方式

2

：热线电话

拨打成都商报免费验房热线

86613333-1进行投诉，或电话登记您

的相关信息，预约免费验房时间。

方式

3

：成都商报房产微信

在微信中添加订阅号 “成都商

报房产”，点击进入免费验房，进行

报名。

成都商报记者 张剑

近期信和·御龙山正在陆续交房，

市民刘女士和孟先生分别打进本报验

房热线， 申请参加免费验房活动。6月

21日， 网众科技的两位专业验房师走

进信和·御龙山，为两位业主验房。

信和·御龙山位于塔子山公园对

面， 总建筑面积122万平米， 分4期开

发，一期建筑面积约15万平米，是一个

涵盖国际五星级酒店、高端商场、国际

商务公寓、甲级写字楼、高端住宅等的

城市综合体。目前集中交房的是一期，

刘女士和孟先生的房源都位于一期1

栋，也都是95平米的套三户型。

刘女士家：

厨房天花板发现疑似渗漏痕迹

6月21日下午， 两位验房师带着

专业的验房工具， 首先来到刘女士

家。最先检查的是客厅，检查发现，大

门门框有少量碰伤， 外门框缝隙偏

大。验房师用笔将这些问题一一写在

了墙上，方便后期开发商整改。

验房师用空鼓锤在每面墙壁和

地面敲打，并将空鼓的大小、位置标

注出来。在主卧室的阳台上，刘女士

发现地面有裂缝，非常担心。验房师

查验后表示，并没有安全隐患，只是

表层的空鼓，整改后即可，并不影响

实际的使用。

在厨房的天花板上，验房师发现

有数处疑似渗水痕迹，当即对陪同验

房的开发商人员表示，最好是楼上和

刘女士家都做一次闭水试验，看是否

有渗漏，如果有再进行整改。测量室

内层高、窗户是否闭合、胶条是否封

闭等情况，验房师都非常认真。

孟先生家：

地面多处空鼓、开裂

随后两位验房师检测了孟先生

家，和刘女士家问题相同的是，墙面存

在空鼓，地面多处空鼓、开裂。另外，客

厅玻璃有划伤，门框有碰伤的痕迹，厨

卫也需要做48小时闭水试验。

最后，验房师给刘女士和孟先生

出具了验房报告，列出所有问题。

开发商：

积极整改，让业主满意

参与本次验房活动的孟先生和

刘女士都表示， 由于专业性太强，对

验房的很多知识并不了解，有了验房

师的专业查验，心里很放心。非常感

谢成都商报提供了免费验房的机会，

接下来会和开发商协商整改事宜，等

开发商整改完毕后才会收房。

现场陪同的开发商工作人员则

回应称， 将对遇到的问题进行整改，

让业主们满意。

成都商报记者 摄影报道

验房走完这 步

房子问题全现形

免费来验房 商报帮你忙

2015交房季验房首站:信和·御龙山

地面裂缝只是空鼓

天花板水痕需查防水

10

交房季的到来，让购房者必须

面对一个十分严苛的问题，那就是

如何验房？成都商报房产部联系网

众科技专业验房团队，全程跟踪验

房，为你全方位描述验房细节。

6月13日上午10点半，记者和

验房团队的张师傅等人来到城南

一楼盘。“今天一共要验10户，全在

这个小区。”张师傅拿出一张纸，记

者看到，他们已按预约时间将客户

排好序，并标注了预定验房时间。

1

3

联系业主并核实户型

10点40分，记者和张师傅等来到4栋7

楼的一户业主家， 向业主核实身份后，业

主提供了购买房屋的户型图。张师傅仔细

核对户型后告诉记者：“核对户型图是验

房第一步，只有了解了业主的户型，才能

更加准确地进行验房工作。”

入户门检测

完成核对和交接工作后，验房师首先

对入户门进行了详细检测。“入户门主要

检查门的开合是否流畅，同时注意门上有

无明显划痕凹痕。” 张师傅一边检查一边

向业主介绍检验步骤。

墙面验收

墙面主要是看有无空鼓、 不平等情

况。对于空鼓情况，验房师拿出专业的空

鼓锤，对墙面仔细检测，并将空鼓位置用

笔一一标注出来，方便后期整改。接着是

墙面平整度检测，由验房师用“靠尺”进

行检查，并将不平处标注出来。

阴阳角检测

“阴阳角是我们对房屋三边交点的一个

称谓，可以理解为数学上的X、Y、Z轴。检查

阴阳角最重要的是看墙面与地面是否垂直，

如果误差超过3厘米， 就会对以后的装修带

来麻烦。” 张师傅一边解释一边拿出阴阳角

测量仪。通过测量仪发出的红外线，记者能

清楚地看到墙角是否垂直于地面。

家庭电路检测

电路测量是十分重要的步骤，验房师

首先需要了解房屋总开关位置，并且标明

每一个开关锁控制的位置，然后使用“相

位仪”对房间内所有电路进行测量。

6

层高测量

对于房屋高度的测量，张师傅告诉记者，

不少楼盘会在地面标注测量位置， 如果有标

注， 那么在实际测量时必须在标注点进行测

量， 并将测量高度写在墙面上， 方便业主查

看。随后验房师拿出专业测量层高的“测距

仪”，在地面标注处对房屋高度进行测量。

9

厨卫检测

厨卫检测主要是

针对厨卫的防水、天

然气通道架设等进行

的检测。检测完成后，

验房师还特意把装修

时应当注意的地方一

一交代给业主， 同时

在墙上注明， 方便业

主查看和装修人员了

解情况。

填写验房报告和装修

注意事项

完成上述9大步

骤后， 张师傅拿出一

张验房报告表， 将验

房中查出的问题一一

在上面注明， 并给出

自己的装修建议。最

后再一次将所有的问

题告知业主， 业主签

字，完成本次验房。

成都商报记者 张剑

地面检测

地面检测主要是

看有无空鼓和裂痕。

张师傅拿着 “空鼓

锤” 仔细敲击地面，

空鼓位置会发出明显

不同的声音。“地面

出现空鼓会影响后期

地砖铺设， 裂痕属于

砂 浆 不 达 标 造 成

的。”张师傅说。

8

5

窗户检测

“7层以下的窗户和7层以上的窗户是两

个标准， 国家规定7层以上住宅必须使用有

CCC标志的钢化玻璃。”张师傅说，除了检

查玻璃，还应查看把手、窗户开合度等细节。

定制独栋 成都人居高度再度刷新

比肩世界级定制住宅，2015年成都华侨城打造中国首例岛心定制独墅

英国67岁的牛顿夫妇用22年打造出英

国最美丽的私家花园。 这座位于英国西米

德兰兹郡沃尔索尔市别墅， 因为牛顿夫妇

私家花园的打造， 成为今年英国最受关注

的私家住宅。本是普通职业的牛顿夫妇，用

22年时间研究园艺，成为园艺专家，他们亲

手定制了整个花园，从市场、园艺机构、网

络渠道买来的一株又一株花草， 逐渐让这

个原本相貌平平的院落活色生香。

翠绿色冬青，紫色宿根福禄考与波斯

菊，白色西洋滨菊，蓝色老鹳草和百子莲，

火红的日本枫树，鲜红的火星花，金黄的

黑心菊与松果菊……纳百花之艳的 “四

季花园”， 在一年四季果真各有特色。春

天百花竞放，草长莺飞。夏日植被繁茂，流

水潺潺。秋季的花园则分外斑斓。冬天，这

里也别有一番景象。

因为四季常青，这个花园被牛顿夫妇

称为“四季花园”。因为四季花园，牛顿夫

妇的房子也成为今年英国人最想膜拜的

高定别墅。

“母亲住宅”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栗子山上， 是著名建筑家文丘里为母

亲设计建造的一栋小型住宅。 这栋看来简

单而平凡的住宅， 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

面构图，均有着复杂与深奥的内涵，是后现

代主义的经典作品，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这栋房子除了餐厅、起居合一的厅和

厨房以外， 还有一间母亲使用的双人卧

室、一间设计师使用的单人卧室，二楼另

有一间工作室。此外，各处都配备了极为

简约的卫生间。整个建筑规模不大，结构

也非常简单，但是功能齐全，设计考虑比

较全面，能够以一种充满温情的风格满足

家庭所有实际活动的需要。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有一句名言：

“少就是多。” 文丘里却说：“少不是多，少

就是枯燥。” 他还说：“我喜欢建筑要素的

混杂，而不要‘纯净’。”他在“母亲住宅”

的设计创意中便准确无误地表露了这些观

点。 这个完全按照家庭成员需求打造的定

制别墅，已经成为建筑领域的经典。

在瑞士洛桑市，dps� studio事务所

在一块长条狭窄的区域，打造了一个兼

顾最佳视角景观效果的别墅。为了能够

看到南面和西面的风景以及满足客户

想要最大化空地比例的需求，设计师在

长条地形上建造错层式房屋，带有一个

外壳结构，建造出必要的斜脊屋顶。这

个外壳会在白天早些时候屏蔽大部分

的热量，而且该别墅透明的一边会使炎

热的午后阳光投射到房屋里面，激活别

墅西面的散热墙。北面是安全的，但是

要足够透明使充足的阳光进入。

设计师确保这个方向的安全感，

是因为它会成为这个别墅的入口。南

面会观赏到该区域风景如画的河景，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 设计师建造了一

系列小景色。 随着从北面接近和进入

别墅，会看到外壳外面的景色，有一系

列突出的水平和垂直的平面指向那处

风景，还能在夏季阻挡太阳的直射。

这个别墅是混合材料建造的结

构，回收的混凝土、钢铁和木头是主要

的建筑元素。 外壳很快成为多层面的

花园，覆盖在一个混凝土结构上。独特

的空间和景观设计， 以及个性材料的

外立面，成为新派定制别墅的代表。

在成都， 华侨城东岸·天屿推出国

内首例岛心定制独栋。华侨城一直是国

内高端别墅专家， 在成都的华侨城·东

岸，是继深圳波托菲诺、华侨城·天麓、

上海·苏河湾之后的又一高端力作。与

国内高端别墅以成品出售方式不同，华

侨城在2015年推出的东岸最后一期，客

户从地块选择之初开始， 就参与其中，

填补了国内高端别墅市场定制的空白。

华侨城东岸·天屿位于城西府河

之上， 是成都绝版的岛心领地。 据了

解，定制别墅每席以两亩为界，拥有私

家河湾，独墅独院。20席珍贵的家族领

地，华侨城打造极致资源，为专属客人

提供顶级服务。

项目采用后现代建筑之父赖特的

建筑风格，“崇尚自然的建筑观”，因

地制宜，在城央绝版岛心领地，造“一

岛一墅一天下”之境。将建筑融于自

然之中，自然藏于建筑之内，以原石、

原木之质，塑亲水、自然之境，多种赖

特式传世建筑风格供您选择， 让内在

之精与外在之美，为中国当代家族，诠

释完美建筑空间美学。

同时， 成都华侨城首座七星级鼎

级私人会所———华·会所， 集商务聚

会、 娱乐健身、 圈层交流等功能于一

体，为塔尖圈层提供顶级私属平台。国

际白金管家联盟成员华·管家，更是以

亚洲定制服务标准， 集全球高端服务

资源， 提供24小时个性化全系定制私

属服务。

（符小晓）

英国夫妇 22年打造私人定制花园

美国建筑师 为母亲打造的定制母亲住宅

从奢侈品时装开始的定制概念，现如今已经延伸到消费的各个领域。通过尊重个体的服务，增加消费过程中

的专属感，这些以消费者个体为主要对象的特殊定制产品，代表了高贵与专享。别墅，作为置业的终极目标，在很

多人看来和奢侈品行业一样。

高端别墅可能就是总价高的别墅，但这种高端很快就会被更高价者取代。而高级定制别墅却不一样，它定制

的可能是花园，也可能是外立面；可能是房间结构，也可能是建筑周围的环境。定制别墅因为融合了居住者的真正

生活习惯，展示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居住者真实生活，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成为经典，世代相传。

在国外，别墅拥有者从一块原始土地开始，将自己的居住习惯融入建筑中，他们可能会打造别致的花园，又或者将

住宅打造成某个家庭成员专享的空间，再或者特别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外立面……这些都是定制别墅的概念。如今

这种定制别墅也来到成都，改变成都只能买别墅成品的现状。

瑞士珠宝盒错层 个性立面定制最佳景观

首例岛心定制独栋 两亩为界，私家河湾，岛心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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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方式

客户端：成都商报

APP

热线：

86613333-1

微信：成都商报房产

用空鼓锤敲打墙面

取靠尺，准备检查墙壁平整度

正在检测墙壁阴阳角

信和·御龙山验房现场

英国夫妇用

22

年打造出英国最美丽的私家花园

瑞士珠宝盒错层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