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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世界
巴黎卢浮宫一隅
艺术赋予建筑灵魂，建筑容纳艺术珍品。这句话形容巴黎卢浮宫再适合不过了。
卢浮宫是金碧辉煌的法国王室城堡，是举世瞩目的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有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总索引”之誉。她整个建筑群、广场及草坪共占地45公顷，展厅面

积约为138000平方米，里面珍藏着《断臂维纳斯》、《蒙娜丽莎》等无数稀世艺术品。
就建筑而言，卢浮宫本身便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品。她的主体建筑带有长廊，廊柱间有精美的雕刻作为装饰，显得古朴端庄，精致典雅；她的内饰富丽堂皇、古

香古色，充满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息；她拥有新古典式的宫殿花园，浪漫温馨、美轮美奂；更为有趣的是，她兼容并蓄、心胸博大，居然允许正门入口处竖立一个透
明的“金字塔”建筑，其设计者就是赫赫有名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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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瑞园，西海岸新CBD版图的海居梦想

一次完美的惬意湖居之旅
———解读海南·恒大名都水系皇家生态园林

“万城春天”引领万宁品质人居
品质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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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居是一种靠海而居的居住形态! 背后

是一种世界眼光和一种开放心态! 海洋文明

吸引了无数人! 促使他们远离城市! 揖别喧

嚣! 涌向阳光下的海滩" 到海边生活! 成为

一种终极的追求" 从美国的迈阿密到法国的

尼斯! 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意大利的那不勒

斯! 世界上的滨海城市都以其海居魅力让全

世界的人向往"

在旧金山的蒙特利半岛! 美国富翁们的

别墅一字排开! 俯视着绝美的海景#

在夏威夷! 来自欧美的社会名流对这个

美丽的岛屿趋之若骛#

在墨尔本! 来自亚洲$ 欧洲的移民对这

个宜人的滨海花园城市深深自豪"

在西海瑞园! %%%%%%

世界海居生活! 已成为成功人士竞相追

逐的一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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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 海口新行政中心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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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五源河森林公园以及城市新地标&&&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等城市最高端生活度假资

源" 国际旅游岛都会聚焦之地! 东环铁路!

绕城高速$ 琼州海峡过跨海大桥等众脉集成

之域" 这里有椰风海韵! 这里也有碧波蓝天!

这里还有海口最高端的物业群" 海洋对于居

住! 不仅仅是一种稀缺资源! 也不单纯地作

为一种景观资源! 而是重塑了一种城市的居

住方式" 西海岸正在开启海南国际旅游岛都

会&&&海口的海居新时代! 一个未来 %&'海

岸线上的磅礴尊贵生活版图已在西海岸缓缓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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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瑞园! 与大海栖息的心灵憩园! 零

距离依偎原生海岸! 椰林树影! 阳光散漫!

水清沙细! 蓝天白云" 这里距离城市中心不

远! 北临滨海大道! 西靠粤海大道! 所有的

便利繁华都近在咫尺! 宁静的海风却带走了

所有喧嚣的空气" 依项目天然台地高差! 由

南至北退台式布置建筑! 同时将建筑斜间布

置! 始终与南北轴线呈 #(度角! 互不遮挡!

从而保证壮美海景的无遮拦私享" 温泉别墅

与海景公寓等组团情景交融! 一砖一瓦的雕

琢$ 一草一木的装饰! 非凡的居住品质! 仅

献于以品质解读生活的少数层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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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 泉海好家园

uvw" 莫明辉

xy" 中式

z{|}" 实木$ 艺术墙纸$

大理石$ 艺术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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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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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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间

区域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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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环轻轨助力万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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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房论道

岛外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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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成交创 )*个月新低

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最新

数据显示! 北京 (月份预售房签约

面积为 +,$(万平方米! 签约率仅为

*,-.! 相比此前 / 月 /$,".$ - 月

!*.的签约率! 创下自 !月末新一

轮调控政策后新低" 二手房方面!

(月份成交套数为 "01$套! 创下自

23$1 年 2 月以来 2* 个月的新低"

业内人士认为! 第三轮调控最明显

的变化是信贷层面! 信贷收紧使得

大部分购房以全款为主! 也使得部

分刚需无法入市! 进一步抑制了需

求" 而二手房一直是房地产市场的

冷暖 *晴雨表+! 与新房市场是唇

亡齿寒的关系! 二手房市场的持续

降温令业界对房价下行的预期不断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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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今年新高

据上周中国房地产指数研究

院数据显示! 上周上海商品住宅供

应面积为前周的 *,+倍! 刷新了今

年来的最高纪录" 而成交方面与前

周持平! 依然处于僵持状态# 商品

住宅成交均价为 2011*元4平方米!

环比前周下跌 ),)." 值得注意的

是! 一售价不足 5,!万元4平方米的

低价盘上周一举售出 !!* 套公寓!

位列全市成交榜首! 这是今年楼市

调控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表明只

有开发商主动降价才能打破当前市

场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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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端住宅逆市受捧

上个周末! 多家央企在南京

开发的高端住宅扎堆上市" 这些住

宅无论是单价 / 万元! 还是总价

"33多万元! 大部分房源均为强劲

购买力所消化" 比如! 中海地产日

前在河西开出的一楼盘! 一天就

*揽金+ "个亿" 央企在南京推出的

这批房源显然非普通购房人力所能

及! 在限购令背景下出现的这一销

售现状表明! 当下楼市高端购买力

依然强劲! 而民资依然将房产作为

最好的保值增值投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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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市民“着急”

日前!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长

春分公司公布了 (月最后一周商品

住宅市场数据! 长春商品住宅市场

成交均价为 "5!3元4平方米! 环比

上升达到 53,".! 引起了长春市民

的广泛关注" 很多市民称, 一手房

房价 *破七+! 想再买房! *限购

令+ 不让我们买! 着急# 二手房房

价仍然在 -333!(333 元4平处晃悠

着不涨! 着急# 房价涨了! 开发商

越来越多地开发新建小区! 已经买

到手的房子! 开始不好卖了! 也着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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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 因国际旅游岛而欣欣向荣的海

南无疑是整个中国关注的焦点" 而深具战略

意义的东环轻轨的开通! 会给予以往只能在

海口与三亚两极下寻求发展的东岸各市县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万宁! 以新的张力成为

东线新兴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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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宁处于东部黄金海岸线上! 有

531公里海岸线! 是海南较宜居住的海滨城

市之一" 海南省着重打造的全岛田字形交通

网络中! 万宁占据重要节点! 一方面联通三

亚与海口! 另一方面又将通过洋浦&五指

山&万宁的高速公路联通东海岸" 毫无疑问!

这个区域将会是海南东部未来经济快速崛起

的区域"

此外在东环轻轨的助力之下! 海口与三

亚之间的距离缩短为 13分钟! 海南的 *一日

经济圈+ 日益凸显" 万宁还无缝连接了海口

美兰机场! 任何岛外人来到海南的第一站都

可以是万宁"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万宁成为新的战

略环境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目前! 海南房地产开发从地域上已形成

*两点一线+ 的格局" 在房地产开发上! 万宁

因起步较晚! 房价远低于海口$ 三亚等城市"

同处于东部黄金海岸线上! 万宁房价比琼海$

文昌最少低 /333 元4 ! 更是三亚房价的五

六分之一! 可以说是东部黄金海岸线上最具

潜力的城市" 在海口$ 三亚$ 琼海$ 文昌吸

引了国际旅游岛第一轮投资之后! 整条东海

岸正在迎来国际旅游岛的第二轮投资高潮"

万宁的城市价值仍未彻底爆发! 真正的价格

洼地! 将被更多投资$ 置业海南的人所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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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 拥有令人流连忘返的日月湾! 全

新崛起的石梅湾! 风景如画的神州半岛!

*海南第一山+ 东山岭! 和驰名中外的兴隆温

泉等等名胜" 六连岭$ 分界洲$ 大洲岛$ 小

海$ 大花角--无一不是值得称道的美景"

其中! 石梅湾是海南的著名旅游景点" 奇山$

异石$ 温泉$ 海滩$ 半岛$ 岛屿$ 港湾$ 内

海$ 珍稀植物$ 热带雨林等 5!种类型的旅游

资源各具特色! 号称是全海南岛的微缩景观"

除了万宁极其丰富的度假美景! 这里的

美食更让人垂涎三尺" 万宁出产的东山羊$

和乐蟹在海南四大名菜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港北对虾的鲜美! 兴隆咖啡的香醇! 后安鱼

的原汁原味! 也名声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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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万宁开始了真正的主城区开发! 以

及对整个城市进行全新一轮的建设! 说是大

发展也不为过" 中汇宏基集团扎根万宁三年!

担纲着万城新区发展的重任! 领衔万宁城市

%&'品质升级! 倾力铸造万宁首席高品质园

林居庭"

作为万宁在迈入一个全新时代之后的开

篇大作! 万城春天正以中央公园式的高端休

闲生活$ 高端住宅商业$ 星级酒店写字楼联

动的大格局! 改变着万宁人居的格局! 更影

响着整个东线海岸的度假版图"

未来万宁商业中心! 万宁市人民新院$

万宁人民公园等生活配套设施! 市委小区也

将兴建于此! 城北新区的规划与未来的升值

空间潜力无限"

海南中汇宏基集团负责人表示! 万城春

天这个项目将以春天里的居住理念为全世界

来岛度假人士提供一个温暖$ 幸福的家" 相

信未来必将吸引一批岛外高知群体 *新移民+

至此! 产生海量商业机会$ 文化机会与消费

*人气+! 带动一系列的产业! 最终完成万宁

城市价值的提升"

这样的万宁! 真正是春天里的新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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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 静谧$ 悠闲&&&这是儋州

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来到儋州你会发现!

这里没有哗众取宠的喧嚣! 没有熙攘游客

的热络! 它自然而宁静! 是一个最适合养

生$ 度假的人居天堂" 它在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大背景下厚积薄发! 被定位为西部中

心城市! 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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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 记者驱车前

往儋州! 参观海南西线首席中央豪宅&&&

海南%恒大名都! 在参观之前记者已详细了

解到! 海南%恒大名都是恒大集团携手世界

级品牌团队打造的城央御景豪宅" 该项目

总占地面积 513亩! 位于儋州城北新区核

心地段! 毗邻市民文化公园$ 大润发超市$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等生活配套! 同享政府

大气势$ 大气魄的规划设施! 坐拥便捷交

通带来的财富先机! 尊享区域保值$ 增值

的优势! 是海南西线一带最具高性价比且

不限购的度假$ 养生首选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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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海南%恒大名都!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恢弘的欧式门庭! 不远处便是一座异域

风情的欧式喷泉! 其造型典雅$ 精致# 水

流潺潺而下! 增添了一抹清凉的亮色! 绽

放的水花也为炎夏带来了丝丝凉意"

湖面碧波荡漾! 岸边林木翠绿! 浓荫

小道上洒满细碎的阳光--步移景异! 幽

雅迷人" 海南%恒大名都园林设计汲取正统

的欧陆皇家园林精髓! 融合海南热带地域

属性! 特意将宏伟庄重的气魄与浪漫自然

主义相融合! 勾勒出超逸挺拔$ 傲人稀世

的欧陆新古典异域景观! 诠释出豪门的尊

贵与大气" 尤其是在园林中植入的罕见

*333 中央御景双湖! 让大面积的湖景成

为园林主题! 风景依湖而延伸! 再精心甄

选出桩景罗汉松$ 加纳利海枣头$ 树菠萝$

洋浦桃$ 青皮木棉$ 大叶榄仁$ 人心果$

红花紫荆等上百种原生植物点缀满社区"

园林还特别设有四季泳池与热带丛林交

辉相应#亭台小筑营造出惬意的湖畔时光#雕

塑小品等特色的人文景致星罗棋布地隐于其

中!迭水及开阔的超大观景平台遍布园林"

每种特色植物上都会有一个精致的小

树牌!上面标有植物的品种及特征!极具观

赏性的同时又能增长知识#又或是在湖岸边

设有休闲平台$一排排木质座椅!休憩的同

时亦可欣赏园林美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细节让人感受到!打造*尊重自然!和谐人

居+养生$度假生活的用心与体贴"

与其说在参观园林! 不如说是在体验

一种惬意的湖居养生度假生活! 只缘身在

海南%恒大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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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向置业顾问了解到! 恒大集团

一直秉承 *打造高性价比民生地产+ 的

理念! 建筑老百姓真正买得起的$ 高性

价比的精品房! 因此! 海南%恒大名都二

期近期震撼推出 -5 65(1 湖景楼王 !

(/33 元4 起价送 5(33 元4 豪装的活

动! 钜惠加推再次掀起房市热潮! 精彩

不容错过" 同时!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 ( 月 !1 日恒大地产联手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 特别举办了六一 *恒大名都杯+

微笑宝宝走进儋州大赛" 为了继续回馈

新老业主的厚爱与信任! + 月 - 日将在

项目现场举办 *浓情端午粽飘香+ 的民

俗活动! 诚邀广大朋友共同分享美味的

儋州粽子"

ìíîïð"

ýþµÿ!!&"ë�

#

#^��

¡Æ,,,¡! -

+

)

""

'

*&

)

""

.

ñòIJ"

"#$#%&&&&$###

=>" ![ÑÌ�óô£õTUd2

[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