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0123 !45 67 ! 89 :7 ! ;<

"#$#= %> %## ?@A

%&BCD

! "

%BEF!

"#$#%&&#'"(#"

#$%&$'()*+,-. /01

!"#"

!"#$%!" &'( !

)*+,-. !#$ / !

+,01 !%!& 23 !

!' 456789:;<=>?@ABCDE !

!

月
"#

日!"

"$%$

中国海南国际旅游地产文化节#海

口房展会在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海口湾圆满落下帷幕%本

次房展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海南日报房地产策划

营销公司承办!为市民们献上了一场置业家居$文化娱乐的

地产文化盛宴!宣传了国际旅游岛&世界的海南!我的家#的

旅游地产文化品牌% 据组委会统计! 海口房展
!

天共吸引

%&

万人次!展会现场成交楼盘
%$'

套!成交金额
%(%"

亿

元!现场评出
%!

位青春靓丽的地产形象大使!取得了超乎

寻常的效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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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族" 热心房展

!前段时间从报纸上看到房展的消

息就一直关注着"# 老家在河北$ 现在

来海南度假的曹阿姨说$ 她的孩子在

海南工作$ 现在孩子想换套新房$ 她

和老伴也想在海南买套房子" !正好

看到海口房展开幕$ 所以过来瞅瞅"#

曹阿姨说现在海南的房价虽然有些贵$

但他们还是想买"

替朋友尽心看房

!

天都泡在展会的陈先生是替外地

的朋友看房" !这些楼盘有的在文昌$

有的在保亭$ 有的在琼海$ 平时要让

我一家家到处去看$ 哪有那么多时间"

今天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楼盘$ 一方

面对朋友尽了力 $ 另外自己也省心

呀%# 他表示$ 这次房展会$ 让他详细

了解到了海南目前在售的精品楼盘 $

获取到许多楼盘的信息$ !另外$ 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的房展$ 公信力

强$ 让我们购房者心里踏实%#

像陈先生这样替朋友来看房的还

真不少$ 正在看房的林先生说$ 今天

是替山东老家的几个朋友来看房的 "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 这里将会是一

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 朋友们说了$

只要合适 $ 房子不一定选择在海口 $

其他市县都可以$ 能在海南有套房子

就行"#

老太太为女儿挑 !养老房"

认真做记录的陈老太太引起记者

的注意$ !我已经在海口有一套房了$

现在是给女儿挑"# 老太太从东北来海

南两年多$ 以前身体的一些老毛病再

也没犯过$ 当然也要让女儿过来享享

福" !再过几个月小女儿退休了$ 打

算也到海南定居$ 让我先买一套" 等

到她一过来$ 直接就有新房住了"#

儿子替爸妈投资买房

"#

岁的李同学是海南师范大学大

一新生$ 他在人群里实在不像是买房

的$ 但他却是记录最仔细的$ 时不时

通个电话" 仔细一听$ 原来在给湖南

的爸妈打电话征求意见" 他告诉记者$

听说学姐刚来海南时就让爸妈在学校

附近的四季华庭&龙城买了
$

套房$ 一

套自住$ 三套出租$ 现在房价已经翻

了两倍" !我听说学姐的事后$ 就说

服爸妈在这边投资一套房$ 将来我毕

业要是留在海南就已经有个家了$ 如

果毕业离开$ 相信房价还会上涨$ 毕

竟全中国就这么一个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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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

小时#资料被扫光

琼海的一个楼盘项目万泉源居在本

次展会上只以展示为目的" 第一次参加

房展的他们开始只准备了
%&&

份资料$

没想到开展不到
'

个小时$

%&&

份资料全

部被扫光" 市民很热情$他们对这个琼海

的新项目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项目负责

人让人急速加印
'&&&

份送往展会"

大奖现场抽出手机
()

部

主办方推出的免费送礼品活动在

房展会掀起一阵阵高潮$等待拿礼品的

队伍排起了长龙" 组委会有关人士介

绍$

!

天光礼品就送出了
"'

万份左右$

现场抽大奖场面更是热闹非凡$三天共

抽中
'%

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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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小姐冠军亲临培训

!穿着高跟鞋背靠墙壁站直线$双

腿之间夹一张薄纸$ 还要面带微笑$你

们是参加形象大使选拔赛$不是模特比

赛$要记住一个要点$'亲切(% #房展会

开幕前$亚洲小姐新晋冠军许莹亲自给

参赛选手授课$从站)走)笑开始$一个

个细节培训纠正" 因为是从海南走出去

的$安徽女孩许莹表示$自己对海南有

很深的情结$她认为$只有素质高的佳

丽才能配得上海南旅游地产形象大使

的称号"

公司总动员#亲友团齐上阵

因为公司员工梁方露进入总决赛$

而且鸿洲&江山又是本次房展的参展项

目$

'(

日下午的总决赛便成为公司的头

等大事了" 几十号啦啦队早早地布下方

阵$准备好礼花与鲜花"

梁方露每一次亮相$ 都是一阵欢呼

与尖叫$礼花纷飞" 才艺表演时更有小粉

丝上台献花"

最终$梁方露不负众望$摘下桂冠并

成为!人气王#"

大赛中收获意外惊喜

来自湖南的
'!

号小芸$是海南师范

大学声乐专业的大四的学生$她甜美的笑

容让人印象深刻" 总决赛时一曲*我的家

在中国+征服了评委和观众的心" 更让她

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得到房地产公司的青

睐$参加比赛顺便把工作也解决了$真是

意外收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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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送好礼$ 抽大奖活动掀起一阵阵高潮

海航展位前排起长队

现场川流不息的人群

#

号冠军$

(

号亚军$

&

号季军

地产形象大使选拔赛决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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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