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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银发!背着袋子!装满了楼盘的宣
传册"上海市民鲁关炯!到上海秋季房展找
房子!目标明确#气候好!靠海!价格实惠$

鲁关炯!今年 !"岁!退休在家!闲久了
就会出去走走!从北到南!都逛了一遍% 在
他的旅行相册里!最喜欢的还是海南" &浪
漫'漂亮'温馨" (这是他对海南的评价% 他
几乎每年都要带着老伴! 到海南住上一段
时间!特别是冬天%

喜欢海南!有两个原因% &空气好!让我
的气管炎!病状缓解了许多)海滩浪漫!让
我跟老伴有回到年轻度蜜月的感受% (鲁关
炯说%

&琼北的海口!琼南的三亚!琼东的琼
海!琼西的儋州% (说起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鲁关炯头头是道% 不过!他跟许多上海
市民一样!去过海口!到过三亚!游过琼海
博鳌!但就是没有去过儋州%

鲁关炯多少了解些儋州! 知道那是东
坡被贬之地!知道那里有海南最大的水库!

也知道那里有中国少有的西海岸% 但他又
不是很了解!儋州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世
外桃源(%

在鲁关炯的印象里! 海南西部较落
后!交通不便!旅行社也推介得少% 不过!

这次在上海房展会! 他加强了对儋州的
了解% &揭开了那层薄膜% (鲁关炯笑着
说!儋州的发展不仅前景好!现在也是看
得见摸得着%

儋州市的宣传册上!古朴的东坡书院!

五彩的石花水洞!天水相连的大海!海边上
千年的古盐田) 还有正在建设中的洋浦大
桥'滨海新区'西环铁路'西线高速等!让鲁
关炯眼前一亮%

特别是滨海新区!一层层海浪!一艘艘
渔船!一座座新楼!一条条新路**&听说!

这个地方叫白马井! 海南的西环高铁将经
过这里!西线高速也经过这里!海南西部机
场也将建在附近% (鲁关炯说!这个地方是
块宝地%

&儋州的海与上海的海有两样不同#一
是!冬天上海寒冷!而儋州暖和)二是!上海
的海在东边!而儋州的海在西边!一个看日
出!一个看日落% (鲁关炯说!儋州与上海正
好形成互补%

鲁关炯说! 今年冬天的度假计划就放
在儋州了!&到滨海新区去走走! 看到合适
的房子就买一套!以后就来这度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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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黄浦江畔% #$%#年上海秋季
房展会于 %$ 月 &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
开幕% 拥有海南最长黄金海岸的西部中心
城市儋州!强势出击!浓郁的热带滨海风格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上海秋季房展会! 历来有着申城楼市
风向标之称! 是国庆长假看房人的 &必点
菜(% 儋州市在上海房展会上打出的是&儋
州市城市形象暨旅游地产推介会(!通过城
市营销带动旅游地产营销% 这也是本届上
海秋季房展会上唯一以城市形象推介为主
题的参展团%

据保守估计 !' 天半的展览期内光
临儋州展厅的人流量将近 '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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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 (时! 上海秋季房展会
正式开馆% 占地 %'$平方米的儋州馆格外
引人注目% 蓝色的基调!象征着海洋!三间
开大门!象征着海纳百川!中门上写着&海
南,儋州(!两侧门上写着&黄金海岸,人文
儋州( 八个大字% 四位身着草裙的迎宾模
特!跳着滨海草裙舞!热情'奔放!欢迎每一
位游客的到来+

当儋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严朝君步入
展馆时!上海东方卫视'第一财经频道'#%

世纪经济报道' 新民晚报' 东方早报等 #$

多家媒体!将他&围住(!抛出一个个问题%

对于许多人来说!海南非常知名!三亚也非
常知名!但是对于儋州却不甚了解%

其实 !早在公元前 %%$ 年 !就设置
&儋耳( 郡! 是海南岛最早设立行政建
制的地方%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谪居儋州
三年 !兴办教育 !传播中华文化 !使儋
州成为海南文化的发祥地 ! &琼之有士
始于儋(%

在谈到儋州的发展时! 严朝君说!儋
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发展快速
的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目前!海花岛'儋州
湾生态水城'东坡文化旅游区等一批投资
几十亿' 几百亿级的重大项目正在建设
中% 在旅游地产方面!恒大'中南'海航'

华诺' 雅居乐等 &$ 多家大型房产企业先
后入驻儋州%

本届上海房展! 儋州市组织了旅游部
门'住建部门以及 %!家房地产企业组成了
强大的参展团队!营销儋州%

现场播放的儋州市宣传片! 让媒体和
上海市民更多地了解了儋州% 当播放到正
在快速建设的黄金海岸时!一位游客惊叹
道!去过几次海南!还不知道在海南西部
还有这么漂亮的大海% 当播放到幽静'古
朴的东坡书院时! 一位上海退休教师告
诉记者!给学生们讲苏东坡时!总是讲到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一
直没去儋州!非常遗憾!有机会!他想携
着老伴!到儋州看看&东坡(% 当播放到松
涛水库时!一对情侣说!泛舟天湖碧波之

上!四周群山环抱!穿着婚纱!唱着山歌!

真是妙极了**

今年 '% 岁的上海市民黄先生! 看完
了儋州市旅游宣传片后! 感言!&儋州是
躲在深闺中的美少女(% #$$# 年黄先生在
单位的组织下! 第一次到海南!&去了海
口和三亚!非常漂亮(% 今年年初!他又带
着老伴到海南旅游!&从海口! 到琼海博
鳌!再到万宁!最后到三亚(黄先生说!下
次一定要找个机会到儋州好好玩玩!真
正实现环岛游%

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数字! 本次上海秋
季房展会参观人数达到了 %%)!万人次% 据
保守估计!'天半的展览期内光临儋州展厅
的人流量将近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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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无限好啊% 如果能够打开窗户!

太阳西下!大海金色波光粼粼!渔舟唱晚!

那是一种落叶归根!返璞归真!安定祥和的
感觉% (即将退休的上海市民万先生说自己
非常想在海边看日落%

当他踱到儋州展馆时! 儋州市政府工

作人员! 马上向他推介了在儋州西海岸的
儋州滨海新区几处精美楼盘%

&这些楼盘!地处儋州滨海新区!北部
湾'儋州湾'洋浦湾三湾守候!阳光'沙滩'

大海盛景相邀! 全年日照时间达 #'$$ 小
时% (工作人员向万先生介绍说!这里有恒
大,金碧天下! 中南,西海岸等上十家精美
楼盘可供选择!既有独栋别墅!也有小户型
度假公寓%

万先生说!看了儋州市的旅游宣传片!

在这里买房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度假小
区% &我们买房就是为了养老!看中楼盘需
要有几个条件!一是!环境优美!二是小区
配套设施完善!包括购物和医疗!三是交通
方便% (万先生说%

儋州市政府工作人员马上向万先生
解释说!海南西线高速直通滨海新区!那
洋高速' 白马井至万宁高速也经由滨海
新区!此外!西环铁路和西部机场等也在
加快建设%

听后!万先生连连说!找个机会到儋州
看看%

在本届房展会上!恒大'中南'海航'华
诺等 %!家地产企业! 携带了近 #$个楼盘

参展! 既有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的黄金西海
岸!也有位于那大城区% 严朝君表示!儋州
的房地产业正处起步阶段! 虽然规模还不
算大!但它的优势十分明显!交通便利'生
态环境优美'城市人文特色突出'海岸资源
丰富'升值潜力大%

&*& 平方米!#' 万元+ (现场!儋州市
一家房地产推销员向前来咨询的上海市
民李先生介绍% 李先生告诉记者!一直想
在海南买一套房子!冬天时候自己和老板
在南方度假! 但是三亚和海口的房价很
高!就作罢了%&没想到海南还有儋州这个
地方!有物美价廉的地产% (当即!李先生
表示愿意购买%

价格低廉!升值潜力大!也成为儋州房
产吸引上海市民眼球的一大亮点% 据悉!本
次参展的地产!价格较海南三亚'海口等地
较为偏低! 均价约 +$$$-+'$$元,平方米!

一线海景房均价约 '$$$-!$$$元,平方米!

海景别墅约 "$$$-%#$$$元,平方米"

据儋州市住建局统计! 房展会现场成
交 +套! 展会期间已经赴儋州现场看房客
户一共 &批,%!人次!有意向在儋州市置业
的客户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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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海南岛上! 有这样一片神奇
的西部热土!它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它历
史悠久且人文荟萃!它静默于海南之滨!蓄
势待发! 它就是海南省西部重点城市...

儋州%

我们说它资源丰富! 是因为它涵盖了
海洋'温泉'湖泊'瀑布'岩洞'植物'渔港'

人文等一系列深受游人喜爱的特色旅游资
源)我们说它独具特色!是因为它拥有东坡
文化'儋州调声'千年古盐田等在海南岛上
独一无二的人文精髓)我们说它历史悠久!

是因为它自古就以&儋耳郡(之名成为海南
岛建制最早的两个古郡之一) 我们说它人
文荟萃!是因为东坡遗风在此流传千年!至
今影响深远%

儋州!古称儋耳!汉时置郡% 公元 !##

年!改郡为州!%(%#年改称儋县% %((&年 &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儋县!设立儋州市% 悠
久的历史给儋州留下了众多古迹! 如汉代
伏波井'中和古镇'东坡书院等% 东坡谪居
儋州三年间!讲学明道!使儋州教化日兴!

&琼之有士始于儋(%受历史文化熏陶!很多
儋州人能吟诗作对!儋州因此而荣获&全国
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艺
术之乡(以及&诗乡歌海(之美誉% #$$!年!

海南省儋州市申报的&儋州调声(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儋州山青水秀!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旅游资源%儋州市的森林资源居全省首位!

拥有森林面积 %万公顷% 珍稀树种资源更
是首屈一指! 仅海南热带植物园就保存有
上千个珍贵树种%儋州市旅游资源有&天南
名胜(之称的东坡书院'有周恩来总理亲自
题词的百年橡胶园'有&宝岛明珠(之美誉
的松涛水库!还有云月湖'石花水洞'蓝洋
温泉'鹿母湾瀑布'龙门激浪'光村银滩等
一大批美景%

作为海南岛西部的中心旅游城市!儋
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从未宁静过! 如今得时
代之风气!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已
非昔日可比%今日儋州!正站在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新起点上! 蓄积着一种沉淀日久的
力量!欲喷薄而出%

&十二五(时期!儋州市把发展现代服
务业作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
撑!构建&一带'双中心'三大片区(的旅游
新格局% &一带(即&金色海岸(西海岸海滨
旅游带)&双中心( 即白马井和那大镇的旅
游服务中心以及西海岸自驾车营地' 白马
井邮轮码头两个特色交通中心)&三大片
区(即松涛度假旅游区'东坡文化旅游区和
火山海岸旅游区%同时!加快建设白马井现
代渔业风情小镇!中和文化古镇!兰洋温泉
镇! 东成现代农业休闲观光镇等一批特色
小镇!充分发挥特色小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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