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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解决方案不断出炉
据悉,住建部除了从城市规划的

角度处理违法违规的小产权房之外,
小产权房解决的系列方案亦在不断出
炉,其中首推即将在2015年3月1日
正式执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
近日也表示,各地要坚决拆除一批

“小产权房”,坚决查处一批典型案

件,严肃追究一批有关责任人员的
责任。据称,国土资源部把集中开
展违法建设、销售“小产权房”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列入了“四风”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这项
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坚决叫停在建、
在售“小产权房”,切实维护群众权
益。（来源：新京报）

市政核心板块，交融国贸、金贸、
友谊3大商圈，毗邻区政府，占据独
一无二的商贸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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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300米高城市综合体，55万m2

奢适上城，繁华深处的海景最高楼，
赠与世界公民一线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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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将在两年内建设成为海口
市集娱乐、休闲、购物为一体的新不
夜城魅力港湾，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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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一流高尔夫练习设施、私人游
艇俱乐部、生生百货超市、京华城、海
南大学、五星级威斯汀酒店、领创名
流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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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亩三大绿地公园、万绿园、
世纪公园环绕，开拓173万平米海湾
绿意空间，共享繁华与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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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超市、特色美食、国际名品时
尚街、24小时自助银行，一线品牌连锁
药店等配套，满足一站式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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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恒大外滩十大卖点

名盘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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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著名书画鉴定家、画家陈岩先生
的“大好河山”山水画全国巡展——海南恩祥·紫
园展，在紫园·恩祥艺术馆盛大开幕。

海南省政协委员、恩祥集团总裁、紫园·恩祥
艺术馆馆长李福顺在致辞中说：“陈岩老师作为
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画家，潜心作画数十年，自
传统入手，多方汲取、融会古今，创立了现代画坛
上独树一帜的积彩山水画法，本次展出的均是陈
岩老师的山水画精品，一定能让大家大饱眼福、
不虚此行。”

他表示，2015年是恩祥集团的文化年，是恩
祥厚积薄发、高速发展的一年。年初，紫园·恩祥
艺术馆频频举办大型展览，为恩祥的文化年正式
拉开序幕。目前，恩祥集团打造的长篇电视剧
《天涯浴血》正在保亭恩祥影视基地紧锣密鼓地
拍摄中，明年将是恩祥集团文化产业突飞猛进的
一年。

“陈岩的画常常有一种油画的风格，但他用
的是地道中国画的颜色、中国画的工具、中国画
的笔墨。”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评论员阮
次山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到，他表示中国画里面
很少有像陈岩画作那般如此抽象却又别具味道，
希望在本次展览后，陈岩能继续引领海南艺术文
化的前瞻。

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画家陈岩在开幕式上
说，他对紫园·恩祥艺术馆对本次展览的邀请和
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介绍到，本次画展
是其山水画全国巡展的海南站，之前已在厦门、
广州、浙江、深圳等地展出过。画展将展出其精
心挑选的37幅画作，其中包含《青城凝翠》、《疏
林霜雨后》、《贺兰雄姿》、《金龙飞瀑》、《苍岩之
魂》等精品。

随后，陈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紫园·
恩祥艺术馆为他提供了一个高雅、舒适、艺术感
强的展览环境，这也是全国巡展以来最好的一个
展览环境。

他介绍，他青年时代师从启功、徐邦达、刘久
庵、张安治、郭味渠、刘凌沧等大家，现今是我国
著名书画鉴定专家，为此他遍阅历代名家精品，
潜心作画三十余年，创立了在画坛独树一帜的积
彩山水画法。

在谈到对自己的画的评价时，他说，在长时
间的书画鉴定中，接触和鉴定了无数的中国优秀
书画，他将这些特殊的视觉学习与积累，吸取了
众多大家之所长，融进他一生的绘画创作中，并
将西方的手法，融入了中式风格，在坚守传统的
基础上融入了西方与现代的用色方法，形成了自
身独有的绘画表现形式，形成独树一帜的积彩山
水画法，使其山水画作中的色彩冲破了传统的束
缚，进入了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

据悉，本次陈岩画展将从1月10日持续至1
月25日，展览期间，紫园·恩祥艺术馆的开放时
间为 09:00—17:00。本次画展是继“翰墨迎
春”海南书画名家作品恩祥·紫园展后，2015年
紫园·恩祥艺术馆举办的又一场大型展览，紫园·
恩祥艺术馆将继续践行每年举办不少于六场大
型艺术展览的承诺，为各高校师生、紫园业主、艺
术爱好者和广大市民奉献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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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艺讯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
撰文提出，本次楼市调整与此前相比
具有两大特点：第一，调整（衰退与复
苏）时间更长、速度更慢、程度更深；第
二，未来楼市将进入中速增长的常态，
2015年的住房市场将呈现双重分化
走势，整体呈现复苏乏力的态势。

人口结构催发楼市转变

从数字中不难发现，2013年中国
楼市在疯狂上涨中隐现调整迹象。从
2014年第一季度开始进入调整状态，
2014 年第三季度进入全面调整。
2013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
环比上涨的有65个，持平的有3个，
环比下降的仅2个。到2014年9月，
环比下降的城市急增至69个，房价下
跌城市个数迅速增加。

需求最终取决于人口结构。第
一，劳动适龄人口。2010年，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4.5%的峰
值 ，到 2013 年 这 个 比 例 下 降 到
72.8%，65岁以上买房需求较薄弱的
群体占比逐年增加。第二，婚龄人
口。70年代初和80年代中后期的人
口高峰，带来了1985-2010年带来了
房地产“刚需”的增加。我国20-39岁
年龄的人数在2015年后出现明显下

行趋势。我们预计全国新结婚对数将
从2013年的1350万对，逐年下滑至
2020 年的 800 万对。第三，城镇人
口。城镇新增人口在 2010 年达到
2500万的峰值后，也开始明显下降。
第四，住房存量。城镇居民住房2013
年人均达到33平方米，户均达到1：1，
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将快
速增长，进而导致住房需求将继续增
长，但告别短缺时代的住房需求收入
弹性将明显下降。

2010-2015年劳动力人口、城镇
人口、婚龄人口以及住房存量的变化
共同促成国内房地产在长周期上出
现增长的拐点。住房市场发展：将由
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加速增长向减
速增长，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
转变。

三大因素促动此次调整

第一，供给过度。 过去几年，竣
工面积快速增加，尤其是2011、2012、
2013年均接近20亿平方米，人均住
房面积迅速提升，住房短缺时代提前
结束。按照每年城镇人均1平方米的
快速增长，每年住房总增长8亿平方
米左右，考虑拆迁重置，每年不应超过
12亿平方米。但若按照过去几年每

年增加20亿左右的增长，未来住房存

在严重的潜在过剩。

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行速度加

快，需求得到过度释放：2013年1-12

月，中国商品住房销售面积为11572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5%；中国商品

住宅开发投资额为58951亿元，同比

增长19.4%。到2013年12月底，中国

新建商品住房待售面积32403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37.2%。到2014年9月

底，中国新建商品住房待售面积增加

至37676平方米，同比增长28.5%。

第二，预期改变。宏观背景的变

化以及三期调整的重合，尤其在2014

年初，市场预期发生改变，住房新开工

面积出现负增长。2014年1-9月，中

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为91754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13.5%。与此同时，至

2014 年 9 月，租金指数同比上涨

2.6%，较上年末涨幅下降2.1个百分

点。

第三，资金紧缩。住房金融同时
连着房地产的供给与需求。在金融市
场上，金融机构预期的改变，一方面，
导致了开发商的资金来源紧张，影响
住房投资。另一方面导致抵押贷款下
降，影响住房需求，最终也影响住房开
发投资。2013年1-12月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26.5%，个人

按揭同比增长33.3%，而2014年1-9
月份，则为2.3%和-4.9% 。

加快改革推进良性调整

有专家认为，2015 年应在住房
及相关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重大
进展。第一，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
系，推行“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第
二，完善房产税收制度，建立直接面
向个人的房产税征管制度，扩大物
业税开征试点；第三，改革集体土地
转换国有的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的
储备、交易、收益分配等制度。第
四，建立新的住房财政制度，增加中
央政府对住房公共服务的分担份
额，扩大地方政府税费收入的分成
比重；第五，完善住房金融制度体
系。首先，中央政府新建或改造国
家开发银行，建立国家住房发展银
行。其次，改革公积金制度，建立中
国住房公积金储蓄银行集团，建构
统一的全国性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和
运作平台。再次，建立住房抵押贷
款证券化制度，建立抵押贷款的二
级市场。第六，建立和完善住房租
赁制度，建立商品房的“承租者保
护，承租者市民待遇”的制度。

房地产进入全面调整时代
用数字说话：楼市将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

“大好河山”陈岩山水画
全国巡展紫园展出

在几许绿色越来越难觅的年代，
亲水而居渐渐远离了我们的城市。
在海口龙华区，在新港港湾，恒大集
团在海南的最新力作海口·恒大外滩
55万平米的奢适上城，让居住者的成
功人生不再缺少一份无水景的遗憾。

55万平米航母级配套

海口·恒大外滩以千亿配套打造
的臻品人居典范，集文化娱乐、运动
休闲、餐饮购物、高档住宅为一体。
社区自身建设有20000m2商业街、
1200m2国际标准游泳池、约300m2

运动健身天地、约700m2儿童游乐
园、约350m2网球场、约300m2羽毛
球场、约300m2森林广场、游艇俱乐
部、休闲中心、高尔夫练习场等高端
生活休闲配套。

300米城市新高度

海口·恒大外滩雄踞国贸商圈、
金贸商圈、友谊商圈三大核心商圈的
交汇处，北瞰海口新港，簇拥世纪公
园、滨海公园、万绿园三大主题公园，
天赋独一无二的自然之美。300米
超高城市综合体，以巅峰气度，揽国
际级都会地标荣誉，从地段、配套到
景观，全面树立城市第一品质的建筑
新坐标，为好房子确立标准。

恒大外滩
享受巅峰

海口·恒大外滩，即将盛世开
盘，96-127m2瞰海豪宅，10888元/
m2起，送 1600/m2精装，以千亿配
套力作一城，将延续恒大集团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标准，致力打造宜居
之所。

品鉴热线：0898-3633 8333
项目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渡海

路恒大外滩

海子曾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海洋的独特魅力加上
海景资源的日益稀缺，都使购买一套
海景房成为很多人的心愿。海口湾是
海口的一大旅游看点，热爱生活之人
莫不愿意置业于此，恒大·海口湾更是
很多人的“海居梦”。

CBD一线海景

恒大·海口湾，雄踞海口主城区国
贸CBD与西海岸黄金分割点，毗邻百
亩滨海休闲广场，背靠世贸中心，西邻
秀英国际港口，距1400亩绿林万绿园
仅一步之遥。在人均拥有海岸线仅
0.00006公里的海口，海口湾独揽3.2
公里绝版海岸。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畅达，距海口
火车站15分钟车程，距离美兰国际机
场也仅需半小时车程。项目规划为度
假式瞰海公寓，采用国际先进建筑设
计，为海口湾片区营造优美的城市天
际线，树立海口城市新名片。世界级
城市湾区，不可复制的绝版一线海景
资源。自然风光旖旎，每一刻生活都
是梦想呈现。

一站式奢华配套

恒大·海口湾，采用国际先进建筑
设计理念，退台式建筑设计、超大景观

阳台、户户观海。
社区内精心打造风情景观园林，

婚礼草坪、造型廊架、景观湖、海洋特
色雕塑……将南国风情的精华荟萃于
此，五星级奢华会所、5000m2风情商
业街、3000m2滨海酒吧街、800m2海
鲜酒楼、600m2特色餐饮、400m2超
市、200m2银行网点、100m2药店，无
边际泳池、游艇码头、休闲运动区、五
星级私人会馆、温泉泡池SPA等配套
一应俱全。社区周边私人度假游艇码
头、百亩滨海休闲公园、学校、医院、豪
华酒店、百货商场等生活配套十分完
善。一站式奢华配套，尊享高级私人
定制，醇熟海居度假生活已华美展开。

项目现清尾特惠预约尊享额外
9.8折，3年返租15%，送2000-3500
元/m2奢华精装，珍席火速递减中。

热购专线：0898-36333555

我的海居梦
醉美一湾倾城

湾区门户，北瞰浩淼，拥1.5公里
一线海景，享有琼州海峡、海甸河交
汇的稀缺景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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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国家一级物业，“一对一”贴
心管家，24小时全程服务，为更多家
庭送去温暖与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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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9A精品战略模式，与近百
家国际知名品牌战略合作，满屋奢华
家私，拎包入住，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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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地产集团，中国房地产企业
十强，以恒大华府、恒大名都、恒大
城、恒大绿洲、恒大金碧天下、恒大翡
翠华庭等200多个大型房地产项目，
分布100余城，恢弘构建全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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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
见》,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其持有
的房源向社会出租,积极推进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

住建部表示,据统计,城市居民
家庭通过租赁解决住房问题比例逐
年上升,进城务工人员主要通过租赁

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与此同时,住房
租赁市场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供应总量不平
衡、供应结构不合理、制度措施不完
善,特别是供应主体较为单一等问
题。通过发行REITs,可充分利用社
会资金,进入租赁市场,多渠道增加住
房租赁房源供应。（来源：北京青年报）

住建部：支持开发商当“房东”

政策万花筒

近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放开24
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其中包括市民关
注的小区停车费和物管费。面对物
管企业呼之欲出的涨价声浪,不少社
区业主代表一致认为,上调物管费属
于小区重大事项,根据国家规定,应
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

有专家表示,国家发改委放开物

管费的做法是对的,但在业主组织的
建设还没有一定成果的情况下,突然
放开物管费,业主的财产权益可能会
受损。“现在尚不具备物管费放开的
条件和土壤。”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国
家放开物管费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
以倒逼业主参加到小区公共事务中
来。（来源：南方都市报）

国家新政出台 物管费会不会涨？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住房需求仍然是长期内客观存在的
新宏观背景下，房地产市场需要调整，这是在住房市场发展关键
阶段，各方主体通过市场相互博弈而进行的一次自发调整。本
次调整是楼市三期调整的重合，也决定中国住房市场从“卖方市
场”转入“买方市场”。

在经济下行压力渐增、住房需求仍然是长期客观存在的新宏观背景下，房地产市场需要
调整，这是在楼市发展的关键阶段，各方主体通过市场博弈而进行的一次自发调整。本次调
整是楼市三期调整的重合，也决定中国住房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

新年伊始，杭州又有楼盘“亏本卖房”。据
报道，两家实力房企——华润和新鸿基合作的
项目“之江九里”打出了“亏本卖房”的口号；另
一家香港地产巨头的项目“云荷廷”，也以1.9万
元/平方米的价格对外销售。

杭州楼市历来是国内楼市的主要风向标之
一。2012年 3月，杭州曙光之城曾率先喊出

“亏本卖房”的口号。2014年2月，杭州德信房
产一个项目的降价，打响了马年降价第一枪，
全国房地产市场也自此进入寒冬。刚入2015
年，杭州又打响了“亏本卖房”第一枪，这个兆
头是否会蔓延到其他多个城市？业界认为有
这个可能性，杭州“蝴蝶”掀起的飓风，或将悄
悄刮向全国。

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从存量房库存来看，
房企商品房库存量在大幅度上升。加上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3月1日开始实施，将促使一部分
人群手中的房产集中入市，商品房库存量仍将
居高不下。从资金链来看，房企资金链正越绷
越紧，一些房企的资金链已经断裂。从经济新
常态的大背景来看，房价调整的市场预期已经
形成，而且非常扎实。

岛外房事

杭州“亏本卖房”
或现蝴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