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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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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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军 美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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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房地产广告中心

协办! 琼海市房地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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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
"

琼海兆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

"

&'&'$$$$

开发商
"

海南大印经典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

海南省琼海市加积镇银海路

销售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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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
"

琼海南洋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

海南省琼海市白石岭风景区

销售热线!

($%$

"

&'&(((((

均价!

+,(((

元
!

平方米 #精装修$

开发商! 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琼海市博鳌镇嘉博路与滨海大道交汇处

销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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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
"

琼海世纪华宇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

海南省琼海市官塘温泉旅游区

销售热线!

($%$

%

&'$(+%%%

开发商
"

琼海中源迪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

海南省琼海市加积镇银海东路 &琼海市政府旁$

销售热线!

($%$

%

-'(,&&,(

开发商! 琼海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滨海大道 &潭门桥旁$

销售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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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亚河畔小区始建于
!""#

年!

!""$

年建
成入住" 小区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拥有业主
!'()

户" 小区位于被誉
为海南省东海岸明珠#$$琼海市的重点旅游开
发区万泉河畔%身在小区远眺河景!绿水清波!烟
波弥漫!飞鸟徜徉!鱼跃龙门!水天相连的万泉河
美景尽收眼底!让人感悟什么叫天人合一和生态
永恒"

走在小区内! 仿佛置身于公园又胜似公园
的景色中!假山&叠水&喷泉&溪流'水景&石景&小
品'绿草&鸟语&花香以及独具特色的各种热带珍
稀树种等奇观异景!动静结合!虚实相衬!和小区
内的通道&建筑相辅相成&相映成辉!让人感受只
有在神话里才有望目睹的景象" 信步其中!融入
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真叫人赏心悦目!心旷神
怡!其乐融融"

小区内设有会所&健身中心&茶座&阅览室&

棋牌室&台球室&乒乓球室等休闲项目应有尽有!

并设有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儿童活动场&

老年人活动广场&文艺会场及游泳池等康体养生
场所" 每天旭日东升和夕阳西下的时候!在小区
内随处可见业主们不分男女老少都进行各自喜
爱的休闲娱乐项目'每逢节假日!特别是重大节
日!由物业部牵头组织!业主自行准备的文艺节
目在文艺场所上演!节目丰富多彩!精彩的表演
常常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从而丰富和活跃了广
大业主的文化娱乐生活"

步入小区! 你会发现举目可见保安巡逻&环
卫工打扫卫生&护养工绿化美化的身影'更吸引
眼球的是老年人互相携扶& 年轻人扶着老年人&

老年人拉着小孩的手((男女老少在一片宁静
祥和的气氛中悠闲地散步!敬老爱幼这种优良传
统的现象时有发生!汇聚成一道奇特而亮丽的风
景线%

伊比亚河畔!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的理想家
园%原味托斯卡纳!水岸养生天堂!拥有一线河景
的典藏住宅现在正式发出清盘终极令)

成熟物业!即买即住'电梯入户!赠送超大入
户花园*约

%(

㎡+'布局考究的完美分区!大方阔
气的品味客厅!还有

!*"

度景观阳台!开启您绿
色环绕的诗意生活)

温情提示!超值现房还有
+(

套'现在购买'

还可以享受折上折'两年物业费倾情赠送( 仅
+(

套'售完即止)电话!

($%$)&&&%++$$

'项目地址!

琼海市万泉河路伊比亚河畔

假如! 你是一个旅行者! 亲身来体验做为
国际旅游岛的中国海南岛! 省会城市海口可以
给你繁华缤纷' 三亚可以给你休闲浪漫' 琼海!

则可以给你康居养生)

万泉河边的人文人居

琼海市位于海南省东部! 濒临南海! 距北
端的海口市

#'

公里 ! 距南端的三亚市
%')

公
里! 是海南岛的著名侨乡! 民风素养在全省乃
至全国有口皆碑% 当你初来乍到这个城市! 井
然有序的交通& 干净幽雅的街道& 草木成荫的
绿化& 异域风情的建筑& 诚信经营的卖场及热
情纯朴的市民! 是展现给你的第一印象! 也是
构成这座城市和谐文明的魅力图像% 以至有人
曾这么形容琼海, 一个让人从心理上解除一切
戒备的天堂小镇%

一首名歌 -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 一
部名剧 -红色娘子军. 使琼海市万泉河风景名
胜区美名远扬! 成为来琼中外游客必游之地"

万泉河是海南岛第三大河! 发源于五指山!

全长
%')

公里!流域面积
)'$)

平方公里" 沿河两
岸典型的热带雨林景观和巧夺天工的地貌!令人
叹为观止" 万泉河是中国未受污染&生态环境优
美的热带河流!被誉为中国的/亚马逊河0"

万泉河之于琼海! 正如塞纳河之于巴黎 &

泰晤士河之于伦敦! 她缓缓流淌着一个城市人
文风雅的浓浓血脉! 是琼海人引为骄傲的身份
标签" 万泉水郡! 与河为邻! 择岸而居! 以

%'

万平方米的人居范本! 启幕中国养生盛世"

以河为邻的养生胜地

时下! 闻名中外的万泉河! 以其原始自然&

丰富密集& 纯净美丽的热带风貌和四季如春的
气候! 迅速崛起成为海南最佳养生胜地! 吸引

着候鸟一族! 特别是中国老龄银发阶层! 纷纷
汇聚于此! 或观光旅游! 或度假养老"

当然!人们将琼海誉为康居养生胜地!绝不
仅仅如此" 先知先觉的人们总是以发展的眼光&

城市的规划来判断一个城市的价值趋向!以此作
为投资置业的依据" 专家预测!不久的将来!琼海
将成为海南康居养生的集散中心城市"

专家认为! 其一& 时下已开通的海南东环轻
轨!实现了/海南一日生活圈0的居住梦想"琼海处
于海口&三亚之间偏北区域!至海口仅需

)"

分钟
车程'至三亚!仅需

'"

分钟车程!出行尤为便捷"

其二&

!"%!

年博鳌机场的通航! 将辟通一
站直达琼海的空中走廊! 从此结束从海口& 三
亚转机而来的历史"

其三& 被誉为 /海南无双& 世界少有0 的
官塘温泉! 距离市区仅

#

公里! 是享受康体养
生生活的一大亮点"

其四& 琼海相比海口& 三亚! 消费价格仍
明显偏低! 尤其是优廉的房价! 为商业投资预
留了巨大空间! 更为将此作为第二故乡长期居
住的养老者省却一大笔购房款"

其五& 作为拥有文明之风& 开放之气& 包
容之怀& 昌运之像的海南著名侨乡! 琼海无疑
是人们乐于安居& 休生养老的理想胜地"

伴随着万泉河观光旅游的悄然勃兴和琼海
房地产业的风兴水起! /万泉水郡0 欣逢其时!

在这个城市炙手可热的黄金地块$$$万泉河路!

应运而生" 她悠立万泉河畔! 与河为邻! 择岸
而居! 尽揽如诗如画的河岸风光" /既紧连市
区! 又兼得河景' 出则遁入热闹繁华! 退则归
隐宁静一隅"0

*我家就在岸上住+ 的人居境界

置身 /万泉水郡0! 与河为邻! 寄情山水!

醉心于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可在城市的绚烂中

放飞心灵的自由! 可在自然的恩惠中感悟人生
的智慧 ! 可在生命的解读中书写健康的宝典 "

她以一种乐享山水的达观气度! 指引生活梦想
的回归方向! 真正是您修身养性& 度假养生的
康乐之城! 养生之都"

综观而论! /万泉水郡0 拥有以下显著特
色, 一& 地理位置, 直面万泉河畔一线带状公
园! 临河而居& 择岸而栖! 真正造就一种 /我
家就在岸上住 0 的人居境界 ' 二 & 建筑规划 ,

美国
+,-./0123 45+678,

倾情力作 ! 占地
%("

亩 ! 总建筑面积
%'

万平米 ! 容积率仅
%9(#

! 绿化率高达
&":

! 总户数近
!"""

套! 是
琼海新城首席养生大盘 ' 三 & 园林设计 , 近
&""""

㎡热带巴厘风情园林&

)""

米中轴水景园
林& 人工育造

%(""

㎡大型湿地景观! 超大的排
列和奢华的尺度! 足以傲视同侪' 四& 装修标
准, 首推精雅装修房! 室内热带南洋装修风格
简约浪漫 ! 配置齐全 ! 您只需购置简单家具 &

家电即可拎包入住' 五& 户型特点, 户型, 一
室一厅一卫

;

二室二厅一卫
;

三室二厅二卫
;

豪华跃层 ' 面积 ,

&%

㎡$

!'&

㎡ ! 任君甄选 "

六& 配套设施, 健身房& 棋牌室& 咖啡厅& 阅
览间等休闲场所与社区内

%(""

平米标准泳池&

门球场& 篮球场& 儿童游乐场& 全民健身广场
相得益彰" 七& 物业服务, 贴心物管服务! 使
您备受尊贵礼遇!

!&

小时园区监控系统& 门禁
对讲系统& 户内紧急呼叫系统时刻保障您的安
全和健康"

从
!""#

起 ! /万泉水郡 0 分三期组团开
发!

%

&

!

期已基本售罄 *

!

期存少量现房+! 且
已交房"

在售压轴
-

期' 开盘伊始' 现有大量房源

可选 ' 户型齐备 &

-(

,%%

+*(

平米 $' 精致装

修' 现起价
&(((

元' 均价
*+((

元- 现推珍量

特惠房源! 起价
.-%'

元起. 总价
+*/.

万元起'

团购还可再享优惠折扣- &吴棉$

!

/吃在海口!玩在三亚!住在琼海0" 凡来过
海南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 而琼海
市的美!很大部分该归因于蜿蜒的万泉河绕城而
过!她润育了沿岸的万物!造就了琼海市景色优
美的生态环境"

万泉河像一把古筝! 颤悠悠地穿琼海市而
过" 她碧绿的河水清洗着沿岸的植被!使这里的
风光格外美好!使这里的空气特别洁净!也使这
里的水质分外清纯" 这里是休闲养老的最佳地
方"

椰树&槟榔树((各种南国的奇异植物!在
曼妙的万泉河烟雨中!都是一幅经典的泼墨山水
画"细细领略画中意蕴!其意境之恬淡!其景象之
空灵!在如天籁的静谧中!仿佛又流溢出淡淡的
惆怅!更增添了万泉河的美"

要想感受琼海的美&万泉河的水!极佳位置
就是伊比亚河畔和伊比亚天逸!尤其是站在伊比
亚天逸

#)

米的琼海之巅! 前可远观官塘温泉及
白石岭等山水国画般的美景)左面可鸟瞰琼海市
区全貌!享受尊贵人居之惬意)

伊比亚天逸坐落在红色娘子军故乡
<<<<

琼
海市万泉河畔!由新加坡顶级建筑大师沙力夫先
生担纲设计! 萃取现代元素及热带滨海建筑精
华!融合最新国际规划理念!倾力打造地域滨水
特征的热带现代风情建筑"源于双贝壳灵感的独
特外立面!以含蓄美好的曲线!描摹建筑的优雅
身段!跳出生硬建筑模式!与万泉河有了起承转
合的对话呼应" 唯美空中花园会所!使你悠坐家
中便可尽享美景无限"朝南万泉河沿岸千亩森林
作为天然氧吧! 源源不断供应新鲜负氧离子!生
态健康尽在呼吸间"

居住在伊比亚天逸!悠享便捷交通!公交&轻
轨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坐

享繁华小城生活"

由国内知名园林公司$$$大兴园林打造的热
带山水主题园林在互动错落空间中打造简约而
不简单的居住艺术"

项目与琼海最高档的伊比亚河畔社区由同
一家物业提供品质服务!以五星级酒店服务作标
杆!为您提供个性化的优质全程服务!让您在家
享受星级酒店待遇" 安保设施采用全智能化系
统!

!&

小时全天候监控社区安全!为您提供
)'"!

全方位的无忧人性化关怀"

以
)'

㎡$

##

㎡为主的轻巧玲珑小户型!方
正实用!南北通透!特色大型景观阳台!采光充
足!流动性空间布局!功能分区清晰!外加五星级
精装!将建筑的每一个细部都研磨到极致!是投
资自住的绝佳选择"

温情提示!伊比亚天逸营销中心位于琼海市

伊比亚河畔风情商业街 ' 赏景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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