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假、养老地产步入快车道

■■■■■ ■■■■■ ■■■■■

最近，在位于儋州的一个楼盘，看房
团一个接着一个光顾。这就是坐落于中
兴大道雅拉河西岸山湖相拥的生态核心
区域的广物·雅拉湖畔。

优享“高铁站+新机场+高速路”模
式立体化交通网，进则有光影繁华的都
市，退则有独善其身的宁静……从该楼
盘的宣传语中，可以看出，广物地产将高

铁带来的便利融入其中，这是广物在入
驻儋州继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后的又一力
作。

“随着西环高铁的开通，这里的交通
将更加便利，配套设施也将随之建设，这
都是未来发展的前景，因此，我们看到了
这里的未来投资价值，才不断布局西部
地产。”广物地产海南公司副总经理刘东

鑫对本报记者说。
不仅是广物如此，恒大地产也在加

大布局西部地产的力度。除了在儋州的
恒大名都、恒大·金碧天下做好“功课”
外，今年年初，恒大地产在昌江的恒大·
棋子湾项目也实现开盘热销，当天现场
聚集3000余客户，劲销3亿元。

西环高铁自北向南，途经澄迈、临
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接入三亚
市，全长344公里，在海南西部划出一
个骄傲的半月形，西环高铁通车后，

棋子湾也将有个站点，也就是说今后
从海口、三亚到棋子湾，都将缩短至1
个小时左右。如今，包括恒大地产等
多家房地产企业在内，加速布局棋子
湾，这里的旅游地产开发进行得如火
如荼。

除了昌江、儋州，西部沿线的澄迈、
临高、乐东、东方等市县旅游和养老地产
开发也在加速，多个房地产企业围绕西
线高速积极布局西部地产，一个个在建
和新建项目正在崛起。

特邀嘉宾：永安集团销售部总经
理刘帅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历久弥新。
近些年来，面对越来越受市场推崇的红
木家具，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在海南精
耕红木家具制作20余年的永安集团销
售部总经理刘帅给了笔者满意的解答。

红木家具消费“大众潮”

名贵的材质、精湛的手工雕刻工
艺、深刻的文化内涵赋予了红木家具
高端家居的定位。伴随国标对红木
33种材质的界定，红木家具的选材更
为广泛，价格也越来越大众化。目前，
红木家具根据其选材以及工艺的不
同，既有明清两代传统贡木家具大红
酸枝、海南黄花梨和小叶紫檀等藏品
级家具，也有价格亲民的大果紫檀等
实用性家具。比如，实用性较强的十
件套大果紫檀家具，其价格约为30万

元-40万元，不到红木酸枝十件套价
格的一半，但其色泽比较鲜亮，适合现
在比较流行的“新中式”风格。

红木有价，工艺无价

30年树龄的海南黄花梨可用来
做家具的“芯”，仅仅只有成人手指甲
那么大，数百年才可成材，这就是为什
么海南黄花梨比黄金还贵。但是，即

便对于一件藏品级的红木家具，其雕
工工价也许与材料本身的价格不相上
下，一件好的贡木家具，如果雕工很
拙，其收藏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此，
建议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既要看红木
选材，也要注意其雕工工艺的水准。

看、摸、闻恐难辨真伪

目前，海口红木家具市场鱼龙混

杂，一些造假工艺已经达到专家都真
伪难辨的程度，传统的“看花纹”、“闻
气味”、“摸手感”越来越难以判断优劣
了。建议消费者最好选择大品牌、老
字号的企业，最好是本地有工厂的老
字号企业，以确保售后无忧。

优质红木家具传承百年

红木家具由于材料越来越难觅，
因此具有较强收藏价值。比如三大贡
木之一的老挝大红酸枝，2013年6月
12日，新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正式实施，该公约将大红酸
枝升列至附录Ⅱ，须有进出口许可证
或再出口证明书，方可进行国际贸
易。“‘传世珍品、享用百
年’，珍贵的材质，更要
有精工的技艺和品质，
这也是‘永安红木’的品
牌追求！”（李少荣/文）

选红木家具，认永安老字号

特邀嘉宾：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宗石

又是一年装修季，装修要注意
什么？怎么做到“五年、八年不落
伍”？哪几个环节和装修比较关
键？本周刊请来国内知名家装品
牌——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负责人柯宗石，为广大读者
支几招。

民族风开始回归

虽然我们总在追求“流行”，但
是，对于家装来说“流行”并不见得
完全可取。随着国人文化品位的提
升和文化认同感的回归，经过时间
沉淀的经典的民俗风，越来越受到
市场的欢迎，比如说传统经典和现
代风格相结合的“新中式”，目前就
很受消费者青睐。

个性化装修很重要

装修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因此消
费者要根据家庭成员的情况，对装修

做一些个性化的安排。比如家里有儿
童的，在开关面板、洗手池、门锁等高
度要适当调低，装修应尽量避免尖
角。家里有老人的，要注意地板砖、洗
手间做好防滑处理等。总之，装修的

最终目标是要让家留得住人。
近年，一些环保、健康的装修材料

开始走俏。但是，对于新装修的房屋
来说，保持通风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利
于装修过程中材料有害气体的挥发，
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良好互动。

设计师、监理不可少

装修有没有品位靠设计师，装修
有没有品质靠监理。因此，一个成功
的装修案例，必然需要一个有思想的
设计师以及一个负责任的监理。但
是，目前由于国内装修行业设计师专
业化程度整体不是很高，因此消费者
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一定要选择行业
资质较高以及设计师团队专业程度比
较高的品牌公司。同时，在装修过程
中要注意和监理多沟通，及时调整不
合理的设计。 （舒心/文）

20万㎡城央海景名宅

滨海·幸福里
因细节而完美

滨海·幸福里，坐落在海口湾滨海
核心居住区，除了拥有珍稀的地段资
源外，项目特别注重居住品质的打造，
并以人性化的关怀雕琢细节、倾注细
节，因细节而完美。
细节1 全地下车库，人、车舒适

滨海·幸福里采用完全人、车分流
的交通组织形式，车辆直接进入地下车
库，然后通过地下车库进入单元电梯，
使公共活动空间及社区步行道完全避
开汽车的干扰。所以，小区内儿童可以
尽情玩耍，老人可以随心散步。
细节2 1.5万㎡围合式商业街

1.5万㎡围合式的商业街，增加了社
区园林绿化及休闲活动空间，更富有
新加坡慢调生活的优雅品味。
细节3 9亩地设计一幢房子

80亩土地错列式布局9幢高层建
筑，平均9亩地设计一幢房子，高绿地
率；80米宽楼间距，确保通风采光、户户
享受阳光滋润。
细节4 最长46米270°环形阳台

时尚简约弧形超大花架阳台设计，
形成一个动感环形的270°三面观海景
观阳台，不仅确保户户看海视野，而且
花架阳台相连最长达46米，给业主提供
一个空中弧线跑道，让您畅享“空中马
拉松”带来的温润健康时光。
细节5 整体地势抬高约2.5米

滨海·幸福里，项目整体地势抬高约
2.5米，一层地面高度相当与周边楼盘第
二层住宅的高度。居高临下的地势让住
区具有先天性的防御功能，永弃淹水之
虞，更能经受大风大雨的洗礼。
细节6 主入口升降式出行电梯

为社区的老人、小孩以及出行不便
的业主着想，在主入口精心设计了升降
式出行电梯，体现人文细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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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说房

公积金改革还远吗？
■ 萧清

不少购房者在用住房公积金时都有类似这样
的纠结：明明是自己碗里的菜，但看着香，吃到嘴
难。随着楼市新政利好频现，民众对住房公积金
改革的期待不断增强。近日，住建部住房公积金
监管司司长张其光、处长崔勇撰文称国家住房银
行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有如在灶里加了把干
柴，催公积金改革这盘“大菜”早日上桌。

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亟须改革已是共识。
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专家就公开提议组建

“住房保障银行”。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23条又提出“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45条要求“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
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

尽管政策面依据充分、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但
是公积金改革的难度依然不小。问题出在哪？这
里面有两个“不易”：一是协调相关方利益“不易”；
二是重新分配相关方利益也“不易”。

住房公积金这个“篮子”挺大，截至去年底，全
国住房公积金3.7万亿元，住房维修资金约5000亿
元。目前住房公积金归口住建部监管，账户设在
建设银行，各地也均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一旦设立国家住房银行，近 4 万亿的住房公
积金“篮子”咋装？由谁监管？各方利益如何协
调？地方的权限是否上调？这些问题随便掂掂哪
个都不轻松。

网上有 80 后对公积金提出疑问：“我自己的
钱还用不了，也不能决定给谁用，那有啥意义，难
道就等着将来养老吗？”还有人讲：“一会儿说入
市，一会儿说设银行，亏损了贬值了，找谁说去。”

关于公积金存款利率低这档子事，一直让大
家有点“闹心”。据住建部公积金监管司提供的数
据，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
9498亿元，均以普通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数
据还显示，过去10年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加权平
均存款利率仅为1.89%，比同期平均CPI低1.07个
百分点。看来公积金很难跑赢 CPI，缴存人资产
的确面临贬值风险。

公积金改革是民生所系、民心所在的改革，它
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近期相关部门关于设立国家
住房银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楼市的信
心。当有些问题必须面对的时候，也就到了快要
解决的时候，包括理顺各方关系、厘清缴交者权属
概念、明确住宅政策性银行的非盈利性质等等。

我们相信，办法总归要比难处多。尽管道路
是曲折的，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公积金改革带来
的美好生活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品质人居 家一席谈装

曝光台

又是一年装修季
星艺让您咋 都不落伍

近年来，与
海南东部房地
产的迅猛发展
相比，交通上的
不便成了海南
西部房产的短
板。这种状况
有望在年底随
西环高铁的建
成通车而成为
历史。机会永
远垂青有准备
的人，西部房产
的发展绝非一
日之功、一蹴而
就能成的。在
西环高铁建设
加速推进的日
子里，国内以及
海南本土一些
知名大房企一
直没闲着，不但
早就在沿线周
边布局，不声不
响地下手拿地，
并且已经分批
分期有条不紊
地开发着项目，
眼瞅着高铁两
旁挺立起了一
个个花园式靓
盘。西环高铁
通车之时，即是
海南环岛高铁
时代到来的一
天，进入快车道
的西部房产已

“摩拳擦掌”跑
在路上了。

搭上西环铁快车，我省西部楼盘期待“亚克西”——

西方净土何在？海南相约“西楼”

网上发布虚假广告
楼盘被罚36.9万元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王英超）好楼盘
需要宣传，但宣传过度就涉嫌发布虚假信息。文
昌中南房地产公司在网上宣传中南森海湾项目，
发布多条不能证明真实性的信息，被消费者举
报。文昌市工商局经过7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对
其作出了罚款36.9万元的行政处罚。

去年8月，在接到消费者举报后，文昌市工商
局发现，文昌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布的网
络广告涉嫌虚假宣传，依法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先
后派执法人员前往海口、澄迈和北京三地进行调
查取证。针对网络证据“即时存有、即时灭失”的
独特性，即时委托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对发布
虚假广告的网页进行数据分析和页面公证，保证
电子证据有效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经查：文昌中南房地产公司自2014年1月1
日起至2014年9月10日授权新浪网及搜房网发
布网络广告，广告页面中分别有“房屋产权：70年
大产权”“交通状况：到文昌市中心15公里，15分
钟车程……”“森海湾社区内拥有完善的配套设
计，五星级海景酒店……”“专业酒店托管稳赚
70%”等广告内容。而该公司宗地使用证两证，使
用年限分别为62年与56年，都不足70年；截至案
发，中南森海湾项目社区内及所售楼盘附近也没
有五星级海景酒店；“专业酒店托管稳赚70%”也
缺乏证明；用所需时间来表示距离，也违反了《广
告法》及《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经查证，文昌中南房地产公司分别与新浪网
和搜房网签定合同，并在2014年1月至9月期间，
在两家网站发布上述虚假宣传的广告内容，共实
际支付两家网站广告宣传费用36.9万元。

对于上述两家网站刊登的森海湾项目宣传信
息，该公司都无法提供与广告宣传内容相符合的
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其行为违反《广告法》第四
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
误导消费者。”及第十条规定：“广告使用数据、统
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
并表明出处。”构成发布虚假宣传信息、误导欺骗
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经过7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听证，日前，文昌
市工商局依据《广告法》第三十七条相关规定，
责令中南房地产公司停止发布违法内容的宣传
广告，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
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1倍的罚款共计36.9
万元。

网络宣传不受地域、时间限制，以外销为主的
海南地产日益重视网络宣传，但有少数开发商抱
有侥幸心理，以为网上发布虚假信息不容易被查
处。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网络市场不是法
外之地，海南工商已将网络市场列为重要监管对
象，各市县都成立专职网络监管队伍，在网络上从
事违法经营行为，一经发现都将依法查处，打击不
法经营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

装装

编者按

“海南西部资源丰富，具有山海互动
的旅游优势，差异化及特色化潜在优势
明显。随着西环高铁的开通，交通变得
更加便利，再加上有着独特的生态资源、
人文资源、土地资源，西部作为正在崛起
的城市组成部分，将是海南未来开发建

设的新热点、增长极。”恒大地产海南公
司的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西环高铁的拉
动效应，将会大大带动房地产业和旅游
业的发展，而目前购房者多为岛外“候
鸟”人群。因此，依托便利的交通和逐渐

加速发展的旅游业，未来这里也将会以
度假和养老地产发展为主。

在西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基础之
上，西部工业发展已形成相当规模，拥有
洋浦开发区、东方工业城、昌江循环经济
工业区、老城经济开发区等集约布局的
工业园区，一批收入较高、数量稳定的产
业人群聚集，有实体产业支撑，开发房地
产的配套条件已经成熟。

据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2月，受
西环高铁加快建设的带动，西部地区房
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完成投资
26.77亿元，增长30.1%。

优越的潜力资源，已引来多个品牌地
产商的入驻。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城市加速
发展以及西环高铁有望今年底的开通，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西部地产将呈现
昂扬之势，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任何一个可能出现商机的地方，商
人总会最先察觉。在西环高铁建设所带
来的巨大机遇面前，房地产业的嗅觉一
直都很超前。

“西环高铁沿线低价潜力楼盘大盘
点”，这是海南一家大型网站的宣传口
号。类似的房产推广目前已经充斥在各
个本地商业网站上，主打牌几乎是西环

高铁的“潜力”。
房地产商的宣传不无道理，一旦西

环高铁建成通车，意味着沿途各个市县
往来海口和三亚将更加便利，交通成本
也将大大降低，高铁时代直接推动了群
众出行的热情，自然也提升西部房产的
购买潜力。

高铁的开通，对于任何一座城市

的房地产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
推动因素。对于海南来说，高铁效应
已经在房地产市场上显现。东环高铁
的旺盛人气让人对西环高铁充满期
待，随着西环高铁的开通，沿线市县的
房地产将迅速发展，高铁两旁如雨后
春笋般耸起一栋栋新楼。而围绕高铁
概念，开发商也大做文章，激发了一拨
拨购房热潮。

海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静认
为，西环高铁建成之后将带动我省西部

经济增长、城市联系往来更加便捷，这直
接促使生活居住观念的改变，受益的将
是西部高铁沿线城市的房地产业。

同样，我省业内人士纷纷认为，西环
高铁建成后，沿线城市的楼市将会产生
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体现在
楼市发展格局和发展空间上，原本地域
性很强、楼市之间信息受阻的情况将被
彻底打破，交通状况的改善区域间的壁
垒不复存在，建成后的西环高铁将改变
途经区域的楼市格局。

房企扎堆西部有备而来

西环铁沿线地产潜力乍现

■ 文/本报记者 张中宝
图/本报记者 李幸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