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面联系

毕 军 13178900085
张中宝 13637663165
李学雄 13876812399
李少荣 13118909616

旅游旅游
开发开发

西西西西

■■■■■ ■■■■■ ■■■■■

在今年海南（三亚）春季房地产
交易博览会上，以往冷清的西部楼盘
受到了不少投资型购房者的青睐，西
部市县组团尽显“火热”态势。

“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景
观资源，已形成一定知名度的有霸王
岭、尖峰岭等，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有
棋子湾、龙沐湾。由于整个西部地区
的开发并不深入，所以这片区域的原
生态依然保持得很好，地产开发价值
不言而喻，潜力巨大。”海南省房地产
中介行业协会会长邱廷录认为。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海南西部的
生态资源非常丰富，有热带雨林，有

温泉，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可持续发
展的潜力不输东部地区。在这种形
势下，海南西部相关城市应加大城市
推广力度，积极参加本地及岛外其他
各省市的房展及推介会，今年，西部
市县组团参加海南（三亚）春季房地
产交易博览会，便起到了很好的效
果。目前，全省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够
了解到海南西部的美食、美景、好房，
进一步带来更大发展契机。

成就持续发展
资源资源
潜力潜力

本报讯（记者张中宝）2015中国（海南）旅游
地产金融论坛暨旅游地产互联网金融峰会于4月
28日下午在海口开幕。此次峰会由全国工商联
房地产商会、海南省地产商会、中国地产金融联盟
等机构联合举办，全国多位地产、金融专家聚首海
南，围绕旅游地产金融的创新发展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推动房地产金融创新，助力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

与会专家就旅游地产基金如何落地实施，以及
如何借助互联网促进旅游地产发展，推动旅游文化
休闲保健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方面建言献策。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成熟，借助互联
网新的手段开展互联网的融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融资渠道。中国地产金融联盟相关负责人在会上
说，不少房企结合当前市场积极谋求转型，资本开
始转向旅游地产，转型的关键是盈利模式，旅游地
产的四化成为行业的增长点，而海南地产想要走
出困局，地产松绑是关键。

东篱园林建筑景观集团负责人认为，海南作
为旅游大省和农业大省，旅游地产如果能和休闲
农业结合起来，可以促进养老地产和旅游地产的
进一步发展，使旅游度假常态化。

2015中国（海南）旅游地产金融论坛开幕

地产“大佬”献计海南

楼市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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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

三亚20家房企
亮相成都房交会

4月29日上午，为期五天的第45届成都市房
地产交易会（2015春季）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三亚房地产业协会组织了20家地产企
业参展，为蓉城人民送去了各式宜居楼盘项目。

土生土长的成都市民易阿姨称，她特别向往三
亚的空气和海水，希望能挑选到满意的房子，成为三
亚的“候鸟”老人，老两口在那舒服地过个冬天。跟
易阿姨一样，当天前来咨询的市民购房意向也大多
以休闲度假为主。据统计，购买三亚商品房销售总
量的4%是成都人。为了更好地挖掘成都的客源市
场，参展企业也做足了功课，有针对性地进行推介。

除了大小适宜的房型外，三亚各楼盘设施配套
完善的建设、人性化的服务理念也是吸引众多购房
者的主要原因。为此，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专门召
开了媒体见面会，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刘树
国在会上表示，三亚今年房地产销售量与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目前已计划与旅游委、旅游协会合作，把
旅游和地产合并在一起，进行宣传推介。成都房地
产交易会是今年三亚市房产推介的第一步，接下来
房地产业协会还将组织企业走进大庆、北京、上海
等城市，大力营销三亚房产。 （朱峰）

怡和·湖城大境项目占地约100
亩，总建面约30万㎡，位于海口市主
城区内资源、交通最为丰富、便捷的
大英山CBD板块。

项目东临海口市主城区内最大湖
泊——红城湖，北接海口市规划中最

大广场——日月广场，周边教育资源
丰富，家乐福、大润发百米环伺，商超
市场星罗密布，生活配套成熟；所属板
块内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省迎宾馆、省
气象局、省医学会等各路省级资源平
台，又是海口塔、海南大厦、新国际金

融中心等一批代表海口新城市形象、
城市景观最繁华的区域，无论是现在
的生活居住，还是未来的升值前景，都
当属海口板块翘楚，价值标杆。

优惠信息：怡和·湖城大境5·1营销中心开放，到场不仅有礼品相送，
还可办理VIP护照送5000元购房抵用款。

项目地址：海口市红城湖路21—2号（红城湖西岸，省烟草公司东侧）
营销热线：0898—6592 7888

王者大城 五一盛启

澄迈举办楼盘承诺活动
消费者投票选诚信房企

本报讯（记者孙慧）房地产商的诚信度是购房
者的一个选择依据，那各大楼盘和房地产商的诚信
度如何？日前，“醉美澄迈·诚信宜居”楼盘诚信承
诺示范活动在澄迈县启动，消费者可通过参与网上
投票，选出心中认为诚信度最高的房地产商。

据悉，此次诚信承诺公益宣传活动将在全岛
酒店景区投放诚信承诺旅游地图公示参与单位名
单；开通投诉电话与网站公众诚信人气投票，让消
费者自行投票选出心中认为最讲诚信楼盘项目和
房地产企业；为消费者优质服务的全国地产销售
代理企业将会得到表彰奖励。

此次活动旨在提倡各房地产企业对消费者做
出诚信承诺，树立澄迈县房地产楼盘诚信形象，保
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行业的社会诚信度，推
进澄迈县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随着西环铁路和旅游开发的加快，海南西部已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
点。一个个房企“向西”，一个个楼盘“入西”，更让这里变得愈发热闹。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海南西部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海南西部又是
凭何种优势，成为房企投资之战场，购房者关注之焦点？海南日报记者
为您一一解读海南西部房地产的“西引力”。

海南西部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多
数处于尚未开发或不完全开发的状
况，海岸线的原始生态，保持着最天
然最纯净的宜人景色，让整个西部更
富魅力。

从地域上看，海南西部地区是海
南省新型工业和能源工业集中布局
的区域，港口资源集中布局的区域，
热带特色现代农业、旅游业和房地产
开发等极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然而，这些年来，海南区域性发

展出现新变化，东部不再主导，西部
各市县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开发，积极发展生
态旅游、滨海旅游、工业旅游等，让整
个西部的投资价值日益凸显。

同时，按照计划，今年年底，海南
西环铁路将建成开通，北起海口市，
向西经澄迈、临高、儋州、洋浦、昌江、
乐东、东方等，届时整个海南西部铁
路沿线城市房地产价值将进一步上
升，投资潜力非常巨大。

也因为西部铁路及丰富的旅游
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发展势头明显加
快，开发商也纷纷入驻海南西部，以
旅游休闲地产为主体，来带动整个房

地产经济的发展。
从今年以来，西部地区房地产行

业投资增幅领跑全省其他区域这一
数据即可看出，西部地区已越来越受
到开发商的青睐，多家开发商已经投
身到西部房地产的开发建设当中。

目前，已进驻海南西部几座城市
的房地产商包括海航、恒大、广物、国
信、碧桂园、鲁能、富力、金手指、恒盛
元等20余家大型房地产企业，各家
项目的开发建设已经风生水起。与
东部地区相对较高的房价相比，西部
地区的价格基本上维持在东部房价
的一半水平，因此也成了许多开发商
的淘金“洼地”。

今年1月25日，恒大·棋子湾盛
大开盘，现场聚集3000余客户，提前
引爆海南西部楼市，显示出西部地产
在海南市场中的吸引力。

除了恒大·棋子湾，目前恒大在
海南儋州还有恒大·金碧天下和海

花岛两大项目。
不仅仅如此，今年“五一”期间，

广物·雅拉湖畔也将开盘，成为继广
物·雪茄风情小镇后，广物在海南西
部的第二大项目。

众多大型房企相中海南西部区
位资源优势和较低的拿地成本，纷纷
扎根西线区域，寻求新的市场增长
点。这些品牌房企的进入，使得西部
地区开发迅猛，在打造高品质居住环

境和获得良好市场效应的同时，房产
市场也随之愈发成熟。

一个个企业纷纷布局海南西部，
让购房者看到了西部楼市的巨大潜
力。“现在海南西部旅游开发和基础
建设如火如荼，今后的发展潜力和投
资价值都很大，因此，我在恒大·棋子
湾买了一套房子，目前还在物色，想
再买一套，作为投资。”来自沈阳的购
房者陈裕新很看好海南西部。

牵动后起之秀
名盘名盘
布阵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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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地产增值

今年一季度海南房地产
开发投资完成270.74亿元

房产投资低开高走
结构优化任重道远

今年一季度
海南房地产
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

4.5%

完成

270.74亿元

去年一季度
海南房地产
开发投资

由上年45.1%
上升到

48.7%

海南房地产

开发投资占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今年一季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中
与土地相关的费用

去年一季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中
与土地相关的费用

同比增长

146.1%

完成

31.52亿元

由上年的4.9%
提高到

11.6%

房地产开发投资中
与土地相关的费用占全省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

今年1-3月
全省施工面积

同比增长

12.1%

完成

6472.85
万平方米

去年1-3月
全省施工面积

今年1-3月
全省住宅
施工面积

同比增长

3.7%

完成

5024.71
万平方米

去年1-3月
全省住宅
施工面积

本报讯（记者张中宝）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3月，我
省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投资完成
215.90亿元，同比增长1.5%，增幅比上
年回落22.3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
资的比重由上年82.1%下降到79.7%。
住宅投资中，小户型比重明显提高。

“今年以来，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
低速增长，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处于
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海南省统计局
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户型面积在
9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投资118.94 亿
元，同比增长24.8%，占住宅投资的比
重由上年44.8%提高到55.1%。

与此同时，主要用于配套设施建设
的其他投资完成27.93亿元，同比增长
52.3%，增幅比上年加快 17.6 个百分
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由上年
7.1%提高到10.3%。

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近
年来，我省一直致力于降低房地产的比
重，但是任重道远。随着房地产新政的
效果不断体现出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有
望探底后回升。因此，预计全年我省投
资的走势呈现低开高走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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