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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物地产集团荣登“2015中国
房地产开发企业海南20强”榜单

植根海南七载
品牌价值升级

6月18日，“2015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海南
20强测评成果发布会暨第二届海南房地产高峰
论坛”在海口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房地产研究
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3家
权威机构共同主办。活动当天，海南省住建厅等
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房地产企业和媒体等机构的
相关人士共同出席。各方代表就房地产行业现
状、房地产企业品牌发展、房地产企业创新之道等
议题展开了深层对话，是今年海南地产界的一次
盛会。

在本次峰会上，组委会从企业规模、风险管
理、盈利能力、成长潜力、运营绩效、创新能力、社
会责任七大方面，对海南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严
格的评估和筛选，决议和发布了“2015中国房地
产开发企业海南20强”主榜单。广东广物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凭借强劲的企业实力
和品牌成就，成功进入主榜单的前十强。这一品
牌荣誉的获得，不仅显示了广物地产集团运营海
南多年，厚积薄发，品牌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的集中
跃升，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业界和海南社会各界对
广物品牌的高度认可。

作为广物地产集团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
环，广物布局和深耕海南区域7载春秋，为海南奉
献了6座品质地产标杆，涵盖都会江湾旗舰大盘
——广物·滨江帝景、广物·滨江海岸两个项目，国
际海景度假标杆——广物·滨海国际项目，高端旅
游风情小镇——广物·光村雪茄风情小镇项目，首
席湖山别院——广物·雅拉湖畔项目，以及规划起
建的国际旅游生态文化基地——广物·童梦王国，
用实力运营高端人居，充分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和品牌使命感，为海南的城市发展进程不断增
添新的光彩。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张琦是海南
大学应届毕业
生，目前在海口
一家企业实习。
毕业后，学校宿
舍不能住了。可
令他发愁的是：
“一个人想租到
合适的房子真
难，要不就是房
子可以，但价格
太贵，要不就是
离公司远，出入
不方便。”

不仅仅是张
琦，不少刚毕业
的年轻人也面临
着同样的困扰。
“毕租客”们如何
才能租到心仪的
房子？在租房过
程中应该注意些
什么？连日来，
海南日报记者走
访了海口房屋租
赁市场。 指南

1.实地看房。小区环境和配套设
施，包括周围有哪些医院、超市、交通
等，还有房屋条件包括户型、采光，是否
安静、潮湿，如果家里有配套设备的话，
还要看水电、厨卫、门窗是否良好，是否
漏水、漏气的情况，如果房间有配备家
具家电，都要逐个进行检查。

2.找房子之前一定要明确列出对房
子的要求，比如独立厨卫、电梯楼等，再
联系房东看房。海南录德房产公司相关
负责人提醒，毕业生租房时，一定要注意
实地看房，关注户型、采光、交通、基本设
施等，还应注意家中水电及各项电器能
否正常使用等，不要轻信中介机构宣
传。要了解房屋是否已被抵押等，付款
期限不要太长，最好选择月付或季付。

3.谨慎选择合租对象。如果租金太
高，也可以考虑找几个熟悉可信的朋
友、同学或者同事合租，一起分担。

提示

1.签合同要注意：房屋租赁合同官
方都有具体规定，在签订合同时可对照，
仔细阅读每一条合同条款，还要问清房
东是否会提前收回房子、涨租金、押金和
水电费退还等问题。此外，房客可与房
东商议后写入合同附加条件中，还要注

意合同附件，详细列明屋内设施数量和
状况的验收检查清单，逐项检查没有问
题后双方签名确认。费用缴纳在没有签
合同之前，拒绝缴纳任何费用。

2.要与原主本人签订合同，同时也
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警惕文字陷阱。
如果是通过中介租房的，租户、房东、中
介三房必须在场，三方签字，中介也应
该盖章。

3.租到房子之后，要赶紧换门锁，并
且检查门窗是否安全，以防小偷光顾。

扫描

1.金贸国贸片区
该片区写字楼云集，这里是各大公

司、企业办公最为集中的地方，囊括地
产、金融、网络和文化传媒等多个行业。

片区房源紧俏，租金相对较高，一
房一厅一般在1000元/月至2000元/月
左右，二房两厅一般在 1500 元/月至
2500元/月左右，三房二厅一般在2200
元/月至2600元/月左右。主要集中在
国贸花园、国贸大厦、利亨花园、中机大
厦等，这些片区主要为商住一体的房
子，多为三房的大户型，建议合租，这样
减少租房成本。

2.大英山片区
该片区主要为商业繁华地段，由于

交通生活便利，在这片区租房较为集
中，主要分布在明珠广场及蓝天路、五
指山路一带，尽管多为旧小区，但租金

也依然相对较贵。一般的单身公寓一
房一厅的租金价格在 1500 元/月左
右。如果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独自
居住，可能成本会比较高。如果合租的
话，人均成本也达到1000元/月左右。

3.府城片区
该片区一直是海口住宅最为密集

的区域，由于多为老城区，因此，人流量
较大，由于可选择房源较多，相比其他区
域来说，租金涨幅相对要小一些。由于
片区需求人群较为稳定，而各类型的房
源又比较充足，尤其是一房一厅、单间等
房源的选择也会比较多，而且居民的自
建房较多，租金也会相对便宜一些。

4.滨涯坡博片区
这两个属于城中村片区，人流量较

杂，而且房源多为居民房，尽管租金相
对较低，单身公寓一般在 500 元/月至
1000 元/月左右，且房源充足，但是这
些地方人际关系复杂，流动人口多，因
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在这些地方居住
或许会不太安全，建议选择小区居住。

5.南沙路金盘片区
该片区由于交通便利，生活设施齐

全，越来越受到不少大学毕业生的青
睐，而且房源充足，价格适中，一房的价
格在700元左右/月，二房的价格在1200
元/月左右，较为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
租住。

不过相对商业和商务中心的大英
山片区和国贸片区来说有点远，因此建
议大学毕业生选择离公交站台较近的房
源或者出入较为方便的小区进行租房。

忙了“包租婆”
急了“毕租客”
毕业了，你租到房了吗？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房贷已经按期
还一年了，但新房钥匙到现在还没到手。

“开发商承诺今天给说法，但直到下午5
点，开发商也没给出说法。”6月25日下
午，儋州市民王先生向记者投诉说。记者
调查发现，在儋城壹品楼盘，有王先生类
似遭遇的至少有60人。

儋城壹品是儋州天易实业公司开发
的楼盘，共有 4 栋楼，2012 年开建。
2013年5月，王先生与开发商签订合同，
购买2号楼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房，总
房款43万多元，王先生首付13万元，双
方约定2014年8月交房。

“看房时，2号楼已经建到17层，眼
看就要封顶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才
与开发商签了合同。”王先生说，没想到
的是，合同签订后，开发商一直拖着不给
备案。其间，这栋楼停工好几个月，后经
多次催促，开发商才给备案，银行按揭贷
款才办下来。

按照合同约定，开发商在去年8月
就该交房了。然而，王先生每次去催时，

开发商都说：再等两个月就可以了。直
到今年6月，王先生按揭贷款已经还了
一年，还是没能拿到新房钥匙。

据了解，像王先生这样在儋城壹品
购房不能如期拿到钥匙的不是一个人，
为维护合法权益，大家建立了一个QQ
群。记者注意到，群里有60多人。一位
群友说，他去年交8万元首付款，到现在
房子也没备案，要求开发商退款遭到拒
绝；一位群友说，在儋城壹品遭遇延期交
房的，不止群里的60多人，还有很多人没
有加进群，其中还有人交了首付款后，才
发现房子被备案到了别人名下。

25日下午，记者拨通儋城壹品售楼
部电话。面对记者“为什么延期交房”
的疑问，一位工作人员说，公司正在协
调，两个月内就解决问题。当记者再问

“为什么有的房子备案到不是购房人的
名下”时，这名工作人员称，她也不清楚，
会尽快通知销售主管回复记者。然而，
直到记者截稿时，也未接到儋城壹品销
售主管的回复。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中心记
者 林文泉） 2014年4月份，文昌市的
符先生在海口市五指山路的国瑞城小
区花费124万元购买了一套房，同年9
月份就交房了，不料还未入住房子就漏
水，多次维修后还是有渗水的情况。符
先生要求退换房被拒，小区物业表示已
经免其3年的物业费，并两次大修墙面
防水，如果还出现漏水，公司将负责再
次维修。

据符先生介绍，他购买的精装修房
子，去年9月15日交房，第一次打开房门
进去，就发现客厅的墙壁有发霉的现象，
其中一卧室的墙壁不仅发霉，墙皮还成
块掉落。随后，他将情况反映到小区的
物业部门，小区物业也很重视这件事，派
了一个装修队伍来做墙面的防水工作。

墙面防水工程做完后，符先生和妻
子就花费了10万多元购买空调、床、沙
发等家具，没想到正准备入住时，卧室里
的墙壁又开始漏水。无奈之下，符先生
又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不久之后，防水
工程的施工队又来了，将卧室墙面一顿
大整修，并声称这次肯定不会再漏水。

今年6月24日下午，记者前往符
先生家中看到，客厅里的家具很整齐，
但却摆放着一张大床。走进卧室，就看

到一面墙没有墙壁，原本贴在墙上的木
板都堆放在地板上；走近一看，墙壁上
残留的木块已经发黑，并有发霉的味
道，用手一摸，有潮湿的感觉。

“墙面不仅漏水发霉，里面还有很
多小虫子，让人感到很恶心。”符先生的
妻子气愤地说。符先生表示，目前对这
套房子已经没有信心再居住，只希望退
换这套房子，但被小区物业拒绝。

当天，北京国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分公司客服经理胡晓玲接受采访
时表示，自符先生反映墙壁漏水后，公
司非常重视，已经两次对符先生家的墙
壁进行大维修，目前经过公司内专业工
程师鉴定，已经不存在漏水；针对符先
生不能及时入住，公司决定免去其3年
的物业费。如果符先生一定要退换房
屋，这不在她的职权范围内，但如果房
屋墙壁还漏水，公司肯定会负责维修。

对于胡晓玲的回应，符先生表示不
能接受，因为房子还未入住，就出现如此
严重的墙面漏水情况，虽然目前进行了
维修，但房屋并不是只使用一两年，谁能
保证1年后或者5年后不漏水，难道每次
漏水都要这样大维修，家人如何能安心
入住？如果此次达不到退换房屋的目
的，他与家人只能走法律途径维权。

保利兵器展掀爱国主义热潮

市民参观踊跃
由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保利地产承办

的“2015海南爱国主义国防兵器展”自6月10日
开幕以来，引起了海南民众的强烈关注，成千上万
的市民踊跃来保利中央海岸参观。同时，也不乏
各行各业的团体组团到访，其中包括二十五小亲
子团、海口晚报小小记者团、抗战退伍老兵团、军
区干休所、秀英港海军部队等团体。据悉，该活动
即将于6月30日结束，之前还没有参观的市民可
要抓紧了！

保利兵器展即将闭幕
倒计时5天

本次兵器展将于6月30日闭幕，保利兵器展
让海口市民度过一个红色六月。现场除了有兵器
展览外，还有摇一摇抽奖、幸运大抽奖、装甲试驾
等精彩互动环节，备受海口市民的喜爱。此外，保
利地产还特意举办了“滨海露天电影趴”，为现场
的观众免费提供爆米花和饮料，让市民感受好莱
坞经典。此次兵器展活动，让保利中央海岸迅速
成为海口市民夜晚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保利中央海岸
打造滨海休闲新生活

2014年保利地产进驻海口，秉承“和保利 筑
海南”的央企品牌理念与政府合力完成秀英港片区
的完美升级，斥资175亿元重点打造集游艇码头、
集中式商业、度假酒店、办公写字楼、高尚住区等功
能为一体的百万平方米滨海度假城市综合体——
保利中央海岸，未来将引领海南度假生活风尚。各
种高端、休闲、生活、商业配套汇集在此，将成为海
口市民的休闲大会所，打造滨海休闲新生活。

保利国防兵器展展出时间：
2015年6月10日至6月30日
展出地点：
保利·中央海岸项目体验中心
赠票热线：0898-68605888

卖房时像孺子牛
交房时变小蜗牛
去年该交的房至今未交，业主要求退款遭开发商拒绝

楼市绘楼市绘3333···· 15151515

进入6月，“毕租族”来袭令海口各
大房产中介的租赁业务升温。

海口市南海大道汽车南站旁的
一家短期公寓，已经无空房出租。
老板娘陈女士说：“早在年初，这些
房子就已经租出去了，现在都还没

腾出来。这时候找房子，真没有
了。”

而在海口市海德路的一家中介公
司，虽然登记的房源不少，甚至各个地
段的房子都有，可是最后成交的却很
少。工作人员宫小惠说：“房源有，但都

不是热门地段的房源。热门地段的房
源供不应求。”

在她看来，海口国贸、金贸、明珠广
场、府城、秀英小街、坡博等地段附近房
子比较热门，因为这些地段处于居住密
集区，交通、生活都很便利，这里的房源

自然紧俏。
宫小惠说：“现在，好房源可谓一房

难求，单间或者是一房一厅的房子更难
找，很多好房子年初就租出去了。我们
也想在毕业季找到更多的好房源，可是
实在难找。”

记者了解到，海口主城区商务中心
或是商业地段的单身公寓，月租金多在千
元以上，二房单位多在1800-2500元之
间，三房单位多在2200-2600元之间。

何晓梦今年从海南师范大学毕业，
已在海口国贸大厦附近某单位找到了
工作。她早早就已准备租房，可是转了
近一个月，也没租到合适的房子，“现在

国贸的一房一厅太少了，就算有，月租
也要1800元左右，我有点承受不了。”

“相比于往年，今年出租房的房源
不仅少，而且租金上也有所上涨。比
如，去年国贸地带一套配齐家具家电的
两房两厅房子，月租金不到2000元，而
今年至少要2500元。”从事房产中介多
年的张昌全如是说。

“6、7月是毕业季，也是传统的租房
高峰。踏入6月，由于大学生租房需求
激增，加上市场上待租房源逐渐变少，
因而海口租赁市场会出现量价齐升的
状况。”海南省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会
长邱廷录表示，“根据调查，5月份租赁
成单量比4月起码翻了一番，而作为租
赁热点的金贸、国贸及府城等地段，更

是涨了近2倍。相对去年同期而言，今
年5月份的租赁需求起码增长了两成。”

“大学毕业生人数一年比一年增
多，导致每年临近毕业季，找房的需求
也一年比一年大，待租房源越来越少，
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因而今
年的租金水平都会增长5%—10%左
右。”邱廷录说。

市场供不应求 好房一房难求

租房高峰到来 租金价格上涨

124万元国瑞城买套房
还未入住就天漏“瑞雨”

业主要求退换房 物业表示只能维修

““毕租
族毕租族
””租房

攻略租房攻
略

版面联系

毕 军 13178900085

张中宝 13637663165

李学雄 13807562666

李少荣 13118909616

开发商延期交房
业主如何应对？ 律师支招律师支招

及时与开发商沟通，搞清楚是
什么原因导致延期交房，是开发商
资金链断裂还是手续不全？

签定购房合同后，一定要到房
管部门进行备案，否则，房子就不是
你的，开发商可以进行抵押或者再
卖给别人，购房人有可能钱房两空。

开发商延期交房违约，购房人
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承担损
失并赔偿违约金，特别需要提醒的
是，提起诉讼最好在合同约定的交
房日期两年之内。对于开发商一
房两卖的，购房人可以主张两倍房
款的赔偿。

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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