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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民居建筑一瞥
一位艺术大师说，简洁就是美。然而简洁并不是简陋。
在建筑设计上，北美民居外观简约大气，但在结构细节上有章可循，十分细腻。北美建筑风格实际上是一种混合风格，它在同一时期接受了包括欧洲建筑风格在内

的多种成熟建筑风格，既注重严谨的建筑设计，富有古典情怀，又不乏简洁大方的乡村味道。
北美民居建筑的显著特点是大窗、阁楼、坡屋顶、丰富的色彩和流畅的线条，街区氛围追求悠闲活力、自由开放。您眼前的这栋美式别墅可以说是诠释北美民居的典范之作。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800-8765-009www.htde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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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业主要求的

前提下" 设计师选择了中式"

整体设计以简练的直线条和

圆的实木相结合" 而形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 #团团圆圆$"

并配上中式风格里常用的色

调以及艺术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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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侃房资讯在线

西海瑞园
!"#$ !"#%&'()*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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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养老，您真的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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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世人期待已久的海南

&离岛免税' 政策开闸实行" 自此

国内游客就可与境外游客一样" 在

海南免税店内购物享受优惠 !"#$

%"&的免税价格% 业界普遍认为"

购物免税将能带动海南游客人数增

长 '(&$'"&" 除了能够带动吃(

住( 行( 玩等一系列旅游消费的增

长" 房地产行业无疑也成为拉动的

行业之一% 同时" 持有型商业物

业( 城市中心综合体项目将借离岛

免税政策拥有市场" 在很大程度上

有利于楼市均衡" 使海南的房地产

市场有“借机升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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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

'(!!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

上" 谈到防范房地产贷款风险时他

强调" 今年是 &十二五' 开局之

年"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入关

键时期" 要加强防范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贷款的风险和房地产贷款风

险" 不折不扣地落实房地产开发贷

款名单式管理( 在建工程抵押( 贷

款成数控制及售楼售地款封闭管

理% 开展新一轮的房地产贷款压力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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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国新办举

行的 '(!( 年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相

关发布会上称" 在原有 &招拍挂'

出让方式不变的情况下" 探索将此

前在北京等地试点的 &限房价( 竞

地价' 或 &限房价( 竞保障房面

积' 出让方式加以推广" 进而解决

目前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广受诟病的

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模式% 前不久

在北京等地试点的 &限房价( 竞地

价' 的土地出让方式" 由于限制了

未来上市商品房的价格" 也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开发商的 &疯狂拿

地'" 从而通过遏制地价实现调整

房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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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月中旬以后" 上海多个自

住板块项目的开盘热销带动了市场

&买气' 的回升% &现在上海最大

的一家房地产咨询代理机构的老总

每天都在劝开发商降价" 可惜没多

少人听他的%' 一家上市房企营销

总监向记者坦言% &开发商其实缺

钱的很多" 八个盖子十口锅" 不停

地转来换去% 但市场情况比很多开

发商预计的都要好" 刚需购房者似

乎比开发商更绷不住" 成交量的回

升比预期要快得多" 因此没人愿意

主动降价%' 在这场开发商和购房

者看谁 &摒得住' 的市场博弈中"

购房者明显更沉不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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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 两限房( 廉租

房的盈利模式在哪里) 我还没有看

出来%' 日前" 远洋地产总裁李明

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持续的房产调

控背景下" 不少房企已经开始在保

障性住房中寻求新机会" 但其盈利

模式困扰着类似远洋这样参建保障

性住房的房地产企业% 有趣的是"

一边喊着保障性住房难以盈利" 但

还是有不少房企已经将大部分业务

转向此处" 如北京保障房建设的龙

头首开股份以及中冶置业和绿地集

团等%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钟伟告诉记者" 政府曾有意将

廉租房纳入到房地产信托基金试点

的资产池中% 但由于该方案遭到众

多专家质疑" 目前尚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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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昂贵的住房正在压低上

海科研院所对各层次人才的吸引

力% 上海一家知名研究所的所长告

诉记者" 美国加州大学一位青年科

学家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的 &百人计

划'" 这是中科院最高层次的中青

年人才引进计划" 入选者可得到一

笔科研和生活资助" 其中 )( 万元

可用于买房% 但在上海买一套像样

的三房" )(万连首付都不够" 而在

合肥几乎可以全款付清% 最后这位

青年科学家选择了去合肥% 许多院

所长为此忧心不已* 如果听任高房

价引发的引进人才难( 留人难现象

发展蔓延" 几年后" 上海的科研实

力和竞争力可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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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条”周岁 房价“拐点”或临近？

品质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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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幢海边的房子" 看海上升明月"

听潮起潮落声" 是许多都市精英的内心渴望%

滨海大道与粤海大道交汇处" 一座海岸

名邸+西海瑞园" 一座与大海栖息的心灵憩

园" 零距离依偎原生海岸% 步行至海边不到

"分钟" 国贸商圈( 秀英商圈( 海甸岛商圈(

车程仅 !(几分钟% 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 在

西海岸 *公里体育休闲长廊上散散步, 在印

象海南岛剧场观看一场张艺谋导演的大型海

上实景演出, 周末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里"

享受果岭挥杆的畅快" 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奢

华生活" 在西海瑞园" 这是您每天都会经历

的生活" 完善的市政配套设施" 同步国际海

居标准的品质建筑" 体验不一样的岛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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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海口 &东优西拓' 重要板块"

海口新政中心所在地" 汇聚 ''公里黄金景观

海岸线( *公里体育休闲长廊( 五星级度假

酒店群( 高尔夫球场( ++((亩五源河湿地森

林公园以及城市新地标+++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 海口海上七星级天禧大酒店等城市最高

端生活度假资源" 并将建设成为 &一带三中

心'" 即黄金旅游带( 休闲旅游度假中心( 海

上休闲运动中心( 高尚娱乐中心" 具有一流

的生态景观( 一流的建筑景观和一流的功能

配套的海口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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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政府进驻西海岸" &西拓战略'

明确昭示了这里将是未来的高尚居住区% 这

里不仅有风光秀丽的滨海公园" 蔚蓝明媚的

沙滩海岸" 舒适的度假别墅( 酒店" 雅趣并

生的果岭" 豪华气派的游艇等" 创建了一个

纯粹的 &世界级' 旅游( 度假( 休闲的城市

生活氛围% 依托于新市政配套( 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 人文社区的建设和完善" 未来的

西海岸无疑将成为国际化滨海城市的标榜区

域%

西海岸度假休闲配套* 国际会展中心(

海上公园( 七星级酒店( 假日海滩( 西秀海

滩( 五源河森林公园( 喜来登酒店( 新国宾

馆( 印象海南岛( 滨海带状公园( 观海台公

园( 金牛岭公园--

西海岸高端运动配套* 美视五月花高尔

夫( 西海岸高尔夫( 帆船基地( 国际轮滑赛

道( 贵族游艇会--

西海岸周边购物配套* 秀英时代广场(

紫荆百货( 生生百货( 宜欣购物广场( 上邦

百汇城( 隆仟百货( 大润发( 家乐福--

西海瑞园" 位于西海岸滨海大道与粤海

大道交汇处" 北揽琼州海峡" 与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隔街相望" 东靠海口 ,-.+海口市新

行政中心" 西邻 '((亩市政公园" 南近城市

轻轨东环铁路% 占据西海岸优越的地段" 尽

显海岸名邸的奢华" 国际旅游岛都会聚焦之

地" 东环铁路" 绕城高速( 琼州海峡过海通

道等众脉集成之域" 一个未来 ,-.海岸线上

的磅礴尊贵的蓝色生活版图已在此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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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在一系列调控举措下" 天平正向

有利于购房者一方倾斜" 部分房地产开发商

开始出现 &存货大增( 现金流巨减( 负债激

增( 融资渠道急剧缩窄' 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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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日起/央行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个百分点" 此举将

一次性冻结银行资金 %)((多亿元" 上调之后

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 '(0"#的历

史高位% 今年以来1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1连

续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如此频繁的调升节

奏历史罕见%

银行银根吃紧1 多个二线城市的商业银行

在房地产贷款方面已经开始动作% 武汉出现

了首套房贷停贷的情况1南京也有数家银行停

发了首套房贷1而首套房贷的利率优惠则基本

已被取消% 此次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1银

行的资金更加雪上加霜1房贷会更加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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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 个大中

城市中" % 月房价环比下降的有 !' 个" 持

平的有 2 个 " 环比涨幅缩小的有 '3 个 %

随着调控持续发力" 房价涨幅有望持续回

落%

目前楼市博弈氛围依旧浓厚" 一边是

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抱着调控松动幻想死扛

不降价" 另一边是消费者认为房价仍高%

以北京春季房展会为例" 开发商咬牙不降

价" 只是象征性地给点小礼物作为营销噱

头, 而消费者并不买账" 购房意愿极低%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 房展组委会仅公布

了 &登记人数' 和 &看房人数'" 绝口不提

&成交量'%

r�ÀÁÂÃÄ<

4ÅÆÇ01tÈÉÊËÂ

历史经验告诉大家"楼市调控可谓&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 最近一段时间内"政策部门

频频透露出的信号进一步强化了政策紧缩预

期% 据悉" 国务院从 +月上旬开始对 !)个省

4区(市5的督察工作将在这两天左右结束"届时

相关督察报告汇总后将上报" 并酌情对社会公

布%有媒体新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根据督察

情况"中央很有可能尽快开始新一轮政策调整"

调整可能围绕土地出让政策( 开发商拿地门槛

等方面展开"甚至不排除对房价进行直接干预%

样板间

建筑世界

&冬季南飞( 夏季北上'% 如今" 不少

中高收入的退休族选择了 &候鸟式' 养老

方式% 据统计" 三亚市每年约有 '(万北方

老人飞去越冬" 海口则超过 "(万% 无论是

老人" 还是政府( 业者" 都看好异地养老

这个市场并积极投入% 然而" 随着市场的

慢慢扩大" 制约异地养老的瓶颈也慢慢显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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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人的角度而言" 异地养老似乎非

常舒适完美% 但是" 从老人的身体素质(

当地医护条件( 旅途风险( 陌生环境( 餐

饮风险等因素" 这种养老模式还是存在诸

多问题%

异地养老通常是南北大迁徙" 对于老

年人而言" 在异地生病风险相对较大% 且

不说能否经受住路途遥远的颠簸" 就是气

候再宜人" 只要是异地" 老年人仍有可能

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 加之生活环

境( 饮食习惯等变化" 进而诱发疾病或意

外" 进而涉及到就地看病就医等诸多问题%

上海市老龄委徐启华就明确表示" 这种新

型的养老模式虽好" 但在异地养老的转移

途中" 老人可能发生种种意外" 这些问题

如何解决仍是一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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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异地置业" 作为养老之用是时下

较为普遍的方式% 但是" 这种方式从异地

房产维护( 养老配套上看" 会有诸多缺陷%

因为" 绝大部分人异地养老置业者会选择

海边或山清水秀的地方" 而开发商也正是

看中了这个商机" 开发了众多此类性质的

小区% 这就造成该小区居民以外地人为主"

常年除了保安之外" 根本见不到人% 居住

在一个没有邻里的环境中" 相信会让原本

就身处异地的老人更加孤独% 更不用说医

疗( 生活及交通等各方面的配套设施了%

同时" 由于异地养老群体的不断增长"

在南方省份亦催生出大批接受异地养老的

养老服务机构% 然而" 由于没有统一的硬

件( 服务( 医疗等各方面的标准" 导致这

些养老机构质量良莠不齐" 加之养老机构

与老人间信息不通畅" 很多老人入住之后

发现与期望差距甚远" 使得原本应该轻松

惬意的养老旅程变得问题不断%

综合以上问题" 有专家建议" 老人在

选择异地养老时" 不仅要考虑自身特点(

身体状况以及居住城市的环境" 同时还要

考虑异地养老的居住选择% 如果选择入住

养老机构" 则需要仔细考察该机构的硬件

条件( 服务( 交通等各方面因素" 尤为重

要的一点" 是对其医疗条件的考评" 医疗

条件好的机构" 将免去子女及家属的最大

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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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 &北协和( 南湘雅' 之称的海口

市人民医院" 更是汇聚了海南省最优质的

医疗资源% 前不久" 紧邻海口市人民医院"

业内知名连锁养老服务品牌恭和苑位于海

口的养老设施宣布封顶% 并与市人民医院

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意向书" 双方将紧密

合作" 为异地养老的老人提供就医( 健康

管理及康复等方面的优质医疗服务" 更好

的解决老人异地养老就医难的问题% 相信

海口恭和苑的建成开业" 将改变目前异地

养老所面临的配套设施落后的问题%

据悉" 恭和苑是乐成养老旗下城市中

心区域养老连锁品牌" 在北京( 海口( 浙

江等地均有单体项目" 在硬件( 宜老设计

及养老服务水平上保持着国内领先水平"

并跟国际接轨% 当前" 海口恭和苑的建设

运营" 将秉持着恭和苑品牌的标准要求"

以完备的配套设施( 专业的照料服务" 在

满足异地养老的老人于海口住宿( 医疗(

养生( 休闲等各方面的需求的同时" 与海

口市人民医院达成战略合作" 提供优质的

医疗资源保障" 为异地养老的老人提供一

个舒适( 安心的养老环境%

专家认为" 异地养老在我国已具备了

可行性" 但异地的接待能力及水平" 却是

达成这种可行性的主要因素% 海口恭和苑

的建成及与人民医院的战略合作" 无疑大

大提高了海口市的接待能力及水平" 同时"

也对整个行业的养老服务质量提出了新的

要求" 更进一步使得海口市异地养老的城

市功能" 得到高质量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