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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想对你表白" 我的心情

是多么豪迈##$ ! 月 "# 日" 伴

随着 !奥运宝宝$ 的欢快童音"

椰岛地产首次 !爱在中心$ 公益

行动%%%定安潭黎之行启程了&

据悉此次 !爱在中心$ 行动由椰

岛地产联合中国海南小记者站'

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精心

组织" 有 #$个 !爱心家庭$ 共同

前往定安潭黎小学与 #$个品学兼

优的贫困学生家庭结成了对子"

展开了 !一对一 $ 爱心帮扶活

动&

上午 % 点" !爱在中心$ 之

行抵达目的地& 首先" 椰岛地产

向潭黎小学赠送了一批文体用

具" 随后 !爱心家庭$ 与学生进

行了 !一对一 $ 的爱心结对活

动& 在烈日下" !爱心家庭$ 的

孩子们拉着结对小伙伴的手" 开

心地到地里种植了象征 !友谊$

的友谊树及进行了 !爱心$ 播种&

结对家庭的小朋友和家长还在开

心农场里播撒下金黄的玉米种

子 " 栽下了象征友谊的黄花梨

树& 结对家庭还相约在采摘玉米

的季节" 一同在充满生机的农场

里收获友谊& 热情的东道主邀请

结对家庭到家里享用农家午餐"

体验地道的农家美食& 午后" 结

对家庭一起参加了 !通往中心的

桥$' !爱随中心转动$' !脚步

随心 心中有爱$ 等亲子素质拓展

活动" 在快乐的游戏中增进了结

队家庭之间"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

感情交流& 傍晚" 在落日的余晖

里" 结对家庭一起包饺子& 在潭

黎小学里果树巨大的树荫下" 吃

着亲手做的香喷喷的爱心团圆

饺" 温馨幸福的场面感染了在场

的每一个人&

定安潭黎公益之行" 留下了欢

乐的印记" 快乐在爱心家庭中洋

溢" 在结对家庭中传递" !爱在中

心$" 让我们更快乐(

椰岛地产“爱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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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海南楼市或
“淡季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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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从 !

月下旬开始" 派出 ' 个督察组"

对 #$个省 )市* 贯彻落实国务院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情况开

展专项督察" 坚决抑制投机投资

性需求" 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

果& 此次督察的地区是+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辽宁省' 吉林

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

省' 湖南省' 广东省' 重庆市'

四川省& 对其他地区落实情况"

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将通过各种方

式进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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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根据北京住建委的网

签数据统计" !月 #$日至 "" 日"

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总量为

#%'"套" 环比前一周下跌 (#)(*"

成交量创近 ##周以来新低& 与之

相反的是" 最近一个月" 北京房

价再次出现躁动" 提价之声此起

彼伏" 不少在售楼盘实际提价在

千元左右" 但大多数有意购房者

面对房价的反弹" 更多的是无奈&

!现在这个阶段" 有能力买房的早

已经趁低点买入了& 如果降不到

位" 依然是无法下手&$ 在北京工

作 (年的小吴最近一直在看楼盘"

但依然觉得希望渺茫& !最近不

断收到售楼小姐电话" 大致都是

一个意思" 要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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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政府日前发布关于扩

大内需' 拉动消费的 (+ 条新政"

明确提出 !千方百计扩大住房'

汽车' 旅游等各项消费$" 其中"

针对 !("#$ 人才 )指南京市引进

(+++名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 培

养 "++ 名科技创业家, 集聚 #++

名国家 !千人计划$ 创业人才*

拟不限购& 此举引起社会关注"

被指违背楼市宏观调控政策" 是

变相地给楼市 !松绑$& 南京市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 对

!("#$ 人才购房给予支持并不是

!松绑$ 楼市" 是将执行调控政策

与地方政府吸引人才政策的有机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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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毒地板$'!纸板门$之后"

万科精装房近日又被业主指责其

在合同中承诺铺设的!高档地板$

竟是已被市场所淘汰的产品& 据

新华网 "( 日报道"重庆万科锦程

项目不少业主反映" 该项目精装

房存在偷工减料' 装修低劣等质

量问题& 事发后万科第一时间发

表声明对有关质疑悉数进行否

认& 不过"仅隔一天"重庆万科再

次发布声明" 承认一些项目上确

实出现因管理疏漏而导致的质量

瑕疵"需要整改"并公开向业主道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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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据广东省房协发布报

告显示" 上半年广东销售面积同

比下降 #+,'*" 均价同比却增长

(,%*& 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楼市

一直处于宏观调控中" 但广东商

品房均价仍在涨" 有三个原因+

一是今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各相关

部门加大了对首次置业的支持力

度" 有效促进刚性需求入市" 营

造了较为活跃的市场氛围, 二是

五六月份以来销量持续扩大" 反

映出市场需求方基本结束观望"

入市出手的意愿加强, 三是市场

的回暖一方面将使企业的优惠幅

度缩小甚至提价" 另一方面将带

动高端楼盘的销售" 导致因产品

结构变化出现的房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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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今年以来"新西兰住

宅交易相当活跃& 新西兰的土地

属于永久产权" 房屋有 %%% 年产

权,商品房无资本增值税'印花税

和契税"可自由买卖,新西兰风景

如画"自然休闲"民风友善纯朴"

称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 拥

有世界领先的教育体系" 较低的

生活成本"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健全的医疗保健体系, 物业环境

优美"整体配套设施完善,商品房

是精装房"交割即可入住&随着人

民币升值"置业折扣可观"政策风

险较小" 成为海外置业投资的新

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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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 所谓海南楼

市 !淡市不淡$" 是指一方面不会

延续往年淡市的状况" 另一方面

也不会出现成交量暴涨的趋势"

成交量在这一阶段将保持不温不

火的状态" 甚至出现小幅反弹&

原因如下+ 第一' !降息$ 后与

年内三次 !降准$ 形成市场叠加

效应" 政策层面正值 !刺激刚需$

时间窗" 刚需应该会在 '月份继续

释放需求&

CDEFG &HI(

有专家称" ! 月的海南楼市"

低价走量仍是主流" 继先前部分

开发企业重磅推出打折促销活动

后" 目前已有愈来愈多的企业予

以响应" 积极的加入到打折优惠

的行列中& 但是" 有些优质楼盘

的价格不会下降" 如三亚一些楼

盘依然是高均价" 每平米在两万

左右& 精品楼盘的价格始终比较

稳定" 不一定会降价" 价格会保

持坚挺& 某种程度上显得海南楼

市 '月将 !淡季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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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普遍认为" 影响房价的

最大变量就是政策" 政策保持不

变" 楼市可能持续回暖& 如果再

出些政策调控" 房价可能会再跌

一点" 但总体趋势是震荡上行&

眼下" 楼市已经触底" 未来整体

趋势将向上& 有专家认为" 房价

下半年可能出现小幅回升" 如果

政策面再加压" 将不利于楼市走

出低迷&

目前" 海南楼市下半年回暖

的概率逐渐加大" 尤其在海南传

统楼市旺季来临时" 开发商或许

会加大推盘量" 尤其是中小型开

发商或会因为资金链问题而加大

放量" 从而可能会推动海南整体

新房交易量温和上扬&

坐享海口西拓 绽放中央生活

"+#"年步入年中之际" 全国各地楼市逐

步回暖" 也重燃了重庆市民置业海南的强烈

愿望& 对此" 第五届中国海南国际旅游地产

文化节暨 "+#"年重庆房展会顺势而为" 荟萃

国际旅游岛名盘将于 '月 #!日亮相重庆" 为

重庆市民带来千里之外的热带滨海浪潮& 走

出去" 是海南楼市传统淡季的主要营销手段"

作为第五届旅游地产文化节的首家报名者"

海岸-赛拉维项目副总经理张蕊女士对此有深

刻的体会&

!在海南的传统楼市淡季里" 出岛营销可

以更直接' 更真切地了解市场及客户需求"

更直观的展示项目及产品的优势" 以此也让

更多的岛外人群多一次机会更真切地了解海

南岛" 向往海南$" 有过多年旅游地产实操经

验的海岸-赛拉维张总表示" !海南旅游地产

为非刚需产品" 面对楼市调控不放松的政策"

海南地产项目更应该走出去与客户近距离的

推介& 此次借助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这样一个

实力媒体平台" 将海南地产整体对外推广"

可以让开发商戮力同心开拓市场& 而两地强

势媒体的强强联手" 更助力海南房产在重庆

当地的传播推广" 势必会借势楼市回暖契机

实现双赢' 达到资源共享& 作为海南海居度

假代表性楼盘的海岸-赛拉维没理由错过此次

机会" 并且会比上一年更为重视本次的重庆

参展活动安排$&

通过张总还了解到在本次参展众多楼

盘中脱颖而出的海岸-赛拉维项目的相关信

息& 海岸-赛拉维是海南西海岸富人区的

-./ 住宅项目" 坐拥西海岸众多国际级高

端休闲配套" 与海保持 '++米的最佳人居距

离& 在总规划 "+ 万 的生态美域中生长着

#$栋现代法式灵韵建筑" 荟萃 0,!万 双层

地下停车场' ",0 万 国际化步行商业街'

",( 万 浪漫热带园林' #(++ 法式沙龙艺

术会所等生活设施" 是西海岸片区唯一的热

带滨海法式生活私邸& 这里的一切都洋溢着

来自法兰西的气息" 一砖一瓦" 不显毫厘多

余之态" 尽是非凡质感& !+1#2' 多种精装

亲海户型" 拥有板式' 点式及板点结合的多

元布局" 每户都配有大尺度飘窗' 超大的观

景阳台及私家阳光入户花园" 精致盆栽' 葱

郁的绿植" 还有汇集了科勒' 欧派' 老板'

坚朗' 西蒙等国内外多家一线知名品牌的高

标精装修##完美诠释了法式惬意生活的

真谛&

同时" 张总还透露在本次参展期间" 海

岸-赛拉维将特别为本次参展活动推出精致房

源及多重购房优惠" 希望能为仰慕法兰西风

情' 懂得热带海居生活的人们提供一场 !+年

假期的人生臻藏&

———海南·恒大御景湾“央城”组团魅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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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房展

"+##年" 海口提出全新 !海口市城市总

体规划 )"+##%%%"+"+*$& 在这次规划当中"

海口提出 !走出 .东强' 西拓' 南控' 中强/

格局" 形成 .东进' 南优' 西扩' 北拓' 中

强/ 新格局$& 其中" 以海口西海岸为核心的

!西扩$ 已经成为海口城市规划当中的桥头

堡" 而 !建成聚集高端人才的生态宜居区和

全省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 的规划更是让

海口西海岸成为 !国际旅游岛$ 国家级战略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 年 $ 月 (+ 日" 恒大地产在海口西

海岸盈滨半岛度假区的又一全新力作%%%海

南-恒大御景湾盛大开盘" 一时间引起热议和

追捧" 甚至出现了 !万人空巷购恒大$ 的场

景" 而近日" 御景湾隆重推出 !央城$ 组团"

内湖外湾的绝版位置令其迅速成为舆论关注

的焦点" 海南-恒大御景湾央城组团" 也一时

间成为人们心目中好房子的标杆和首选&

PQRS TUVWXY

盈滨半岛素来就是海口饱负盛名的度假

胜地" !海口后花园" 澄迈会客厅$ 形象的

说明了盈滨半岛在海口的优越地位" 而这样

一种魅力的来源说到底要归功于半岛所带来

的双湾海景& 盈滨半岛形状狭长" 在大海与

陆地之间形成了两片水域+ 外湾直面大海"

海水澎湃激昂" 海面一望无边, 内湾收于内

陆" 海水宁静深邃" 波澜不惊& 正是这样的

双湾地貌" 让外湾成为亲海运动的乐园" 让

内湾成为颐养身心的天堂& 正是这样亦动亦

静的活力令盈滨半岛成为无与伦比的度假首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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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七年蝉联中国地产十强' 中国标准

化运动精品地产领导者的恒大" 成立十五年

以来就不断地在全国各地缔造地产传奇& 御

景湾保持了恒大一如既往的品质并在不断追

求突破& 海南-恒大御景湾引进国际一线度假

配套" 包括五星级康体休闲会所' 时尚风情

商业街' 国际幼儿园等, 在物业管理方面"

项目引进国家一级资质的金碧物管" 以 "2!!

的管家级服务照料业主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

时" 恒大地产集团发挥品牌强大优势" 与 34"

34' 松下等上百家国际一线家居品牌强强联

合" 以恒大 %5严苛标准打造每家每户" 让家

中的每个细节都展现出非凡质感" 尊贵的享

受不彰而显& 这种航母级的配置加上恒大的

品牌效应" 为御景湾居住和升值创造了无限

的潜力&

cdef gUhijY

海南-恒大御景湾外拥琼州海峡壮阔海

景" 内揽陆地湾海园区御湖" 与福山咖啡风

情文化镇遥相呼应& 稀缺资源成就 (0%亩双

海度假生活社区& 精心打造中央内湖" 萃取

欧陆古典元素" 以景观水系' 珍贵植被为核

心" 打造世界级皇家园林" 贵族品位彰显不

凡& !央城$ 组团就在整个园林最中央的位

置" 轻松给您 !不出家门享度假" 园林中央

尽奢华$ 的尊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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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至 #%日" 第五届中国

海南国际旅游地产文化节重庆房展将在南坪

星光时代广场隆重举办& 本次展会是由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西南重

镇重庆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房展会& 为了给海

南房地产业搭建一个专业' 权威' 高效的岛

外展示' 销售平台" 两大主流媒体强强联合"

有力扩大了海南地产在西南营销渠道的影响

力" 吸引了重庆民众的期盼目光& 0重庆晚

报1 记者为此对部分山城读者和市民进行了

随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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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梅先生曾是 "+## 重庆房展的

!老观众$" 听到今年重庆房展依然如期举办"

高兴地对记者说+ !去年重庆房展" 我在百

联上海城逛了三天展" 算是全程奉陪吧" 我

和老伴退休了" 有的是时间& 我们最大的体

会就是在家门口选海南岛的房子" 省心($

梅老先生还说+ !这两年" 儿子成家立

业了" 也小有成就" 我们老两口一直琢磨着

在海南买套房" 毕竟山城湿气重" 老年人关

节不好" 海南在全中国是最适合养生养老的

地方" 我们一年在那里过几个月" 也享享做

.候鸟/ 的开心( 去年重庆房展让我们印象深

刻" 只是当时看调控形势紧" 想观望一下"

虽然看中了两个目标楼盘" 结果没出手& 今

年" 看样子房价是降不下去了" 该出手时得

出手" 何况这次房展地点在星光时代广场"

离我们家更近" 交通更方便" 到时候我们要

好好选选房了##$

qrstuvwxn yop

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的庄先生刚结婚两

年" 他和太太都是独生子女" 两人有个心愿"

想为两家老人和自己在海南共同买一套大户

型" 定期一起去度假" 尽享全家团聚的天伦

之乐& 今年初" 这种想法已经进入两家人的

议程& 听说去年重庆房展海南各市县各区域

都有不少高品质的楼盘来展示" 价格也比较

实惠" 想必今年展会上更会出现特价房' 折

扣房供大家选购" 所以他和太太最近特别关

注即将在星光时代广场举办的重庆房展&

!星光时代广场是重庆的地标式商圈"

既时尚又有品位" 我们也常去逛街购物" 能

在那里办房展" 没有一定的实力和专业水准

是不行的& 海南' 重庆两大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 份量够足" 实力够劲" 权威够强( 加上

老百姓都反映去年展会很专业" 今年市场逐

渐回暖的形势下" 重庆房展必定带给给我们

重庆人更多选择' 更多机会' 更多惊喜( 有

这些保证" 我们去观展" 去挑房" 绝对放

心($ 庄先生准备做足功课" 对实现筑巢海南

的心愿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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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庆房展" 家住南坪区的汪女士早

有耳闻" 她对记者表示" 去年展会期间正好

出差去外地" 没赶上" 今年算好时间" 绝不

会错过& !我是在 .第一眼6网站大规模征

集购房团的召唤下积极报名的& 从去年大家

反馈的信息看" 主办方不仅办展专业" 还以

人为本" 从开通看房直通车到展会现场参观"

从置业顾问精细的楼盘讲解到温馨的预售服

务##组委会提供的 .一站式/ 购房服务"

既让观展者感到省心' 放心" 更让大伙感到

贴心($

汪女士同时表示" 从报上了解到" 今年

重庆房展的文化活动更加花团锦簇' 精彩纷

呈" 组委会不但依旧设置观展有礼' 有奖问

答' 幸运大抽奖等系列惊喜大送礼活动" 还

有 !爱到天涯" 安家海南$ 的 !最佳男朋友$

现场交友秀' !我心中那片海$ 儿童绘画大

赛' !世界的海南我的家$ 图片展等等"

!这样子做地产文化节" 人气怎么能不火爆

噢( 现在我们全家都翘首以待了##$

正如这位汪女士所言" 0重庆晚报1 记

者通过对市民们的一番调查" 更深刻地体会

到一个展会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如此认可' 赞

誉和期待" 主办方的工作确实做到了家" 这

个展会也实实在在做成一个品牌了&

"+#"重庆房展" 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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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西南重

镇重庆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房展会& 为了给海

南房地产业搭建一个专业' 权威' 高效的岛

外展示' 销售平台" 两大主流媒体强强联合"

有力扩大了海南地产在西南营销渠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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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房展的文化活动更加花团锦簇' 精彩纷

呈" 组委会不但依旧设置观展有礼' 有奖问

答' 幸运大抽奖等系列惊喜大送礼活动" 还

有 !爱到天涯" 安家海南$ 的 !最佳男朋友$

现场交友秀' !我心中那片海$ 儿童绘画大

赛' !世界的海南我的家$ 图片展等等"

!这样子做地产文化节" 人气怎么能不火爆

噢( 现在我们全家都翘首以待了##$

正如这位汪女士所言" 0重庆晚报1 记

者通过对市民们的一番调查" 更深刻地体会

到一个展会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如此认可' 赞

誉和期待" 主办方的工作确实做到了家" 这

个展会也实实在在做成一个品牌了&

"+#"重庆房展" 我们共同期待(

参展企业抢鲜看系列之一 ———海岸赛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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