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当寒冬季节悄悄来临之时，楼市却迎来了
阵阵暖意。11月份刚结束，各大地产机构便交出
了楼市月度总结。据北京市住建委及链家等机
构的统计数据，11月份北京新房和二手房网签量
双双突破万套大关。国内其他地方楼市也基本
回暖。业内人士认为，楼市成交量上涨的背后，
与近期多轮楼市政策的出台不无关系。在经过
了9月末、10月份以来的“930”新政、普宅标准调
整、公积金新政，以及11月22日央行降息等利好
的叠加影响之后，市场的向好冲动在11月份的
网签数据中已经有所体现，这一点符合了利好出
台后各界的普遍预期。 （来源：中国新闻网）

11月全国楼市回暖

中央编办批复在国土部挂牌不动产登记中
心后，不动产登记的步伐再次加快。日前，有行
业专家在研讨会上透露，不动产登记条例已经
获得了高层批复，将在12月出台。据悉，2014
年国土资源部制定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四
年规划，要在2017实现信息共享、依法公开查
询。总体安排是，从2014年开始力争1年左右
时间基本完成各级职责整合和基础制度建设；2
年左右时间逐步衔接过渡，统一规范实施；3年
左右时间全面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4年左右时
间建立有效运行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
台。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不动产登记条例
最快12月出台

日前，高盛高华针对2015年宏观经济及A
股策略召开媒体见面会,预计明年中国居民的
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转向股票投资,保守估计
这种转向可望向市场供给约4000亿元资金,相
当于流通市值的3%左右。由于沪港通推出、
深港通可能推出,海外资金对A股的配置也会
上升。据其判断,沪深300指数到明年年底将
可达到3000点。 （来源：上海证券报）

高盛高华：明年楼市
四千亿元将搬家股市

前11月销售1918亿
绿地望赢“老大”之争

据12月1日亿翰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11月,绿地集团销售额达到380亿元,比10
月份的210亿元增长81%。11月份实现销售额
环比增长的房企有绿地集团、招商地产、中海地
产、恒大地产和碧桂园等8家,而万科地产11月
销售额环比下降9.5%。根据上述数据,今年1～
11月,绿地集团销售额达到1918亿元,而万科
的销售额为1911亿元排名第二,凭借11月的强
势表现,绿地销售额跃居第一。目前,房企“老大
之争”正处于胶着状态,如果年底持续发力,绿地
极有可能超越万科,成为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的

“新科状元”。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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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恒大外滩，是恒大18年深耕
地产经验大成之作。项目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渡海路，交融国贸商圈、金贸商
圈、友谊商圈三大核心商圈，居城市繁
华之中心，拥海口最美海岸线，享有琼
州海峡、海甸河交汇的稀缺景观资源。
北瞰浩淼大海，揽1.5公里一线海景，专
享大海的滋润与自然的天籁。

跨接东西海岸繁华的钻石枢纽世
纪大桥，依偎海口新港，接驳美兰机场，
海陆空的畅达优享齐驱并进，尊享高档
生活区域。

万绿园、滨海公园、世纪公园三大
城市主题公园簇拥环绕，开拓173万平
米的海湾绿意空间，远眺海景，近享绿
意。城市繁华与自然静谧，只在一个转
身，可谓都市中心的“世外桃源”。

55万平米的奢适上城，铸就海口
的顶级城市地标性建筑集群，集住宅、
商业街、酒店、教育、医疗、休闲中心于
一体的精品大盘，拥有一流的热带滨海
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宜居”、“宜
业”、“宜学”、“宜游”，是整个海口市住
宅项目的制高点，也是城市高端人群的

上佳居住区。
最完善的国际级航母配套，高雅、

时尚、现代的建筑风格，匹配约1200m2

国际标准游泳池、300m2运动健身天地、
700m2 儿童游乐园、350m2 网球场、
300m2羽毛球场、300m2森林广场，精心
打造2.2万平米热带风情园林、名贵绿
植环绕社区，畅享健康生活天地；还规
划建设有游艇俱乐部、五星级威斯汀酒
店、滨海商业街、休闲中心、高尔夫练习
场等，不仅带动项目周边商业的发展，
更满足业主日常生活所需。奢华家私，
拎包入住。精工品质，以建筑缔造顶级
价值。恒大外滩将延续恒大集团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标准，致力打造顶级人
居。

携手国家一级物业——金碧物业
集团有限公司，引入“对焦式”全新服
务，用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给予恒大品
牌更深刻的诠释，为更多家庭送去温暖
与幸福。

恒大外滩，即将荣耀开盘！首付8
万起拥 96-127m2 豪宅送 1600 元精
装，开盘享额外8.5折!

恒大外滩 成就海南新高度

世界级旅游岛，必有世界级配套。海口·恒大外滩，恒大进驻海南又一扛鼎力作，
超300米高城市新地标、一线海景豪宅，开启海南顶级名流生活层圈。

一种见识，决定一座城市的商务
格局；一个时代，必定有代表这个时代
的建筑。11月30日，中环国际广场产
品发布会已献礼全球。据介绍，本次
活动旨在面向全球展示国际旅游岛战
略实施后海口在商务领域取得的成
果，活动有小提琴表演、沙画表演、
iphone6抽奖等。

四维立体交通
商务无往不利

一个商务配套设施完善的区域，必
定会孕育着一个商务地标；一个商务地
标的诞生，不仅引领着该区域的商务变
革，同时也会带动该区域乃至城市的经
济发展。中环国际广场屹立于扼守出

入CBD的交通枢纽体系——世纪大
桥，伫立于滨海景观带、城市门户节点、
特色都市景观区三景合一之处，坐享国
际旅游岛唯一集海、陆、空、轨为一体的
四维立体交通，未来轨道一号线与快速
公交线等公共交通的规划与建设，可便
捷抵达海口市东西部滨海旅游带和主
城区内滨海主要景区、老城开发区等，
满足商务日常出行。

户户俯瞰海口湾
层层尽揽万绿园

中环国际广场，占据海南“华尔
街”最后一块钻石“拼图”，伫立于滨海
景观带、城市门户节点、特色都市景观
区三景合一之处，户户尽揽海口湾一

线海景，坐享顶级城市湾区配套；层层
俯瞰千亩万绿园，商务休憩瞬间转换；
以前瞻性的设计理念，开创最宽达
270度的观景平台，自然环境与人文
景观相得益彰，铸就海口商务典范。

5A+智能大厦
企业总部基地

硬件配置是写字楼的心脏所在。
中环国际广场配备5A+智能巅峰硬
件，开创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全新
办公模式，并采用世界三甲品牌——
德国蒂森克虏伯电梯、全球公认低碳
环保的美国约克中央空调系统、全球
最新科技产品双镀银LOW-E中空玻
璃、单元式幕墙等高科技产品，为全球

实力企业定制高智能、高质量、高品质
的商务平台。中环国际广场采用全精
装国际标准，大堂采用酒店式装修大
堂设计，所有建材采用国际著名品牌，
让项目每一寸空间都尽显极致，精铸
高品质的5A+超甲级写字楼。

超五星级酒店
国际商务礼遇

中环国际广场引进的海口首家超
五星朗廷酒店，是具有150多年历史
的欧洲首家豪华酒店，全面提升了中
环国际广场的物业档次与市场知名
度，保障了未来升值空间；酒店更配备
的中餐厅、水疗中心、宴会厅和完善的
会议设施，是高端商务接待的理想地。

中环国际广场 启蒙海口商务未来

11月28日，海口别墅市场刮起了一
股抢房热潮！鲁能·海蓝福源依澜湾别
墅耀世开盘，创造吸金近亿的热销奇迹，
瞰海公馆也同步火热认筹。火爆的热销
业绩创造了海口楼市新记录。

150m2小别墅受热捧

依澜湾150m2小别墅大庭院自发布
“5万抵20万”优惠认筹开始就备受追
捧。开盘当天，鲁能·海蓝福源还推出前
所未有的别墅超值钜惠，9300元/m2即可
住别墅享受大庭院，以海口公寓的价格实
现有天有地的别墅梦想。在此之前，现场
签约源源不断，到访客户都抢在这好时机
实现有天有地的度假生活。最终，鲁能·
海蓝福源以成交87套别墅的优秀佳绩，
引爆海口别墅市场。

双海养生，别样精彩

现场多位购房者表示，鲁能·海蓝
福源依澜湾别墅拥享“一线外海、静谧
内海、沙滩半岛”三大世界级稀缺资
源。碧海、蓝天、沙滩、阳光、富硒红土
等养生度假元素，加上五星级酒店、游
艇帆船港、南海风情商业街、永庆佛教
文化景区等顶级配套，是天赐的养生度
假美地。

除了看好优越的自然环境外，更重
要的是他们对鲁能·海蓝福源品质十分
信赖。老业主代表陈先生也说到：“鲁能
集团的产品质量很好，物业很给力，细心
认真，我完全信任鲁能的品牌实力。”

福源依澜湾别墅
开盘热销

“年度大片”来了！恒大首届狂欢
嘉年华 12月6日即将激情开幕。万
象尽萃、精彩纷呈，堪称“海口文旅界
的APEC”。

12月6日-13日，恒大首届狂欢
嘉年华即将疯狂开幕！当充满神秘
感的圣诞树点亮街头，当奇形怪状
的礼盒开始充斥眼球，当游乐场的
欢乐主题游戏开始发出邀请，你不
可能意识不到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
将到来了！你的小心思是否蠢蠢欲
动了呢？

狂欢，又见狂欢！不是属于世
界的，而是属于恒大首届狂欢嘉年
华活动。从与好莱坞大片中的“巨
星玛丽莲梦露”零距离接触，到老少

皆知的“变形金刚”与你同欢，这难
道不值得你疯狂？圣诞老人满载礼
物驾着雪橇出现在你面前，小丑、
COSPLAY、热舞、童话世界、儿童充
气城堡等近百种精彩节目表演充斥
你的眼球，来体验视觉盛宴吧！

色彩各异的人体活雕塑、奇异怪
诞的美女不倒翁……一幕幕氛围怪悚
惊艳的场景即将到来，体验与以前圣
诞节不一样的乐趣。在狂欢氛围下的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全面换装，就连
茶歇也不例外，不用逛遍海南岛、不用
特意忍受旅途疲劳，一天带你吃遍全
球美食，世界风情主题餐点全天候供
应。还有哪些惊喜呈现？只有想不
到，没有玩不到！活动期间每天都有

iphone6等豪华大礼送出，下个惊喜

就是属于你的！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将于12月

14 日盛大开盘。73-126m2公园美

宅开盘钜惠 6888 元/m2起，送 1600

元/m2 豪装；188-227m2 湖畔别墅，

首付 60 万起；70-120m2 临街旺铺

19800元/m2起，开盘前最后两周火

热认筹中！

项目链接：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是由中国龙

头房企恒大集团巨资打造，总建筑面

积约138万平米。项目位于国际旅游

岛省会海口市迎宾大道，紧邻海口市
高铁东站，距省政府仅5公里，往东约
15分钟车程可达美兰机场。项目周边
约 4 万亩沙坡白水塘湿地公园环绕。
项目自身规划建设有超 131300m2 商
业综合体、168500m2 国际商务集群、
7400m2世界顶级会议中心、40000m2超
五星白金酒店、60700m2 六国风情酒
店、16500m2五国特色温泉馆、9800m2

世界风情美食街等集商务、休闲、文
化、娱乐、度假、旅居配套于一体的超
45万平米十二大世界级航母配套，充
分满足未来高端人居度假需求，成就
全球旅居梦想。

项目地址：海口市迎宾大道
项目热线：0898-36665333

圣诞提前过 欢乐文旅城
恒大首届狂欢嘉年华12月6日激情开幕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8亿平方米。有业内人士
表示，临近年末，房企还债压力加大，盘活库存，
确保现金流安全无论对大型房企还是中小房企
都生死攸关。而日前，央行“降息”政策的出台，
对于正处在收官大战的房企来讲，无疑挑动了他
们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
研究院统计，降息首日，12城市的二手房业主和
购房客户到店咨询量同比上周，普遍增长五成以
上，到店房源委托和需求登记量上涨5%左右。
有专家称，随着“降息”等利好刺激，让这个寒冬
的楼市大有走向暖冬的趋势。（来源：时代周报）

降息利好
房企打响去库存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