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海岸专家公寓

优质配套给您更优选择
西海岸专家公寓位于海口政务核心区，与市

政府办公中心一路之隔，与公务员小区近在咫
尺。周边及自身的优质配套正在不断完善，给懂
生活的您带来更优选择。

周边高端配套 西海岸是海口新的政务核

心区，也是规划中的高端休闲度假旅游区。假日
海滩、贵族游艇会、国际轮滑场等旅游休闲场所坐
落于此；还规划有喜来登、香格里拉等10多家五
星级酒店，以及五月花、月亮湾等高尔夫球场。

三面公园一面海 西海岸专家公寓北侧步

行10分钟即可到达绵延22公里的海岸线。项目
东侧规划为5000亩森林公园，西侧为市政中央公
园，南侧为湖泊状带状公园，北面面朝大海，是绝
佳的环境居住区。

交通便利 步行10分钟即到海边，5分钟车

程到达火车站，30分钟车程到达机场。南面3年
内将建成海秀路高架桥，贯通老城区和西海岸。

未来高级商圈 根据政府规划，未来天利商

业广场、远大购物广场、五源河商业中心会在西海
岸形成高级商圈。

医疗配套完善 海南省肿瘤医院距项目1公

里，拥有国际先进的医疗设施设备。

重点学区进驻 在专家公寓东南侧一路之

隔，投资2亿元建设的九年制海南公立学校已获
批准。包括幼儿园4所，初中部24个班，小学部
36个班，预计2017秋季招生。

高规格文体中心 旁侧有“一场八馆”的五

源河文体中心，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
成为海南高端体育赛事、文化活动的专用场地。

社区配套完备 中改院共占地123亩，建筑

面积12万平方米，由三个区域组成。核心办公区
配套中餐厅、西餐厅、温泉会馆、户外泳池、图书馆
等；国际会议中心配套SPA会馆、室内泳池、健身
房、桌球室和瑜伽室等；专家公寓住宅区6栋，除
了室外温泉泡池与室内恒温泳池，还有业主餐厅
和有机食品超市。儿童娱乐区和健身区、网球场
已经正常使用。

项目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四街道1号
专家公寓

贵宾热线：0898-661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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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样板间 项目名称：帝景海岸
项目地址：海口市海甸岛
建筑面积：95m2

风格定位：地中海风格
设计师：陈志潇
设计理念：爱琴海同等优
越的海岛风光、阳光、沙滩
椰风海韵，相映成趣，构成
一幅幅浪漫的海岛生活。
在设计中所有细节无不诉
说着那种无拘无束、自由
自在的地中海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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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公司“争抢”淡季客源

近期，华浔品味装饰、星艺装饰等
公司纷纷公布了优惠方案，鼓励消费者
来“淘金”。星艺装饰推出装修季、家装
文化节、设计幸福等一系列活动，而华
浔品味装饰则推出优惠折扣、装修有礼
等“出战”淡季市场。私人定制、全案托
管、装修送礼……一系列优惠让消费者
眼花缭乱。

一些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4月以
来，我省房地产市场呈回暖态势，虽然部
分地拉动了装修市场需求量，但同等档
次装修的价格同比普遍下降20%左右。

刚收到新房钥匙的海口市民李先
生，近日正在选择装修公司。经过了
解，他发现相同档次和做工水平的装修

套餐，平均每平方米花费在350元左
右，而去年同期则要每平方米400元。

有装修公司称，由于今年装修市场
行情不太好，装修公司又越开越多，行
业竞争激烈，所以市场运作越来越透明
化，价格也越压越低，主要是降低了设
计费用和压缩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成
本。尽管如此，业内人士还是提醒消费
者，选择装修公司不能只看价格，图便
宜，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装修产
品，很可能存在以次充好等陷阱。

从“战线下移”到“线上引流”

相对于家装行业高速发展的前10
年，近两年的家装市场表现得有点“冷
静”。高端住宅装修市场趋冷，别墅、大
面积公寓等新房明显减少，刚需家装市

场则“一枝独秀”，表现不错。一些品牌
家装企业也调整策略转战中低端市场，
希望抢到更多客源。

一贯以高端市场为主的星艺装饰
也开始将战线下移，业务触及中端市
场。星艺装饰海南公司负责人柯宗石
表示，目前海南60—90平方米的房子
越来越多，尤其是各市县的小户型居
多，家装公司必须下探，加强内部管理，
否则业务就会萎缩。

目前，二手住宅装修业务也被好
看。多名家装公司负责人表示，二手房
装修占据了目前市场一半甚至更高份
额，而且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市场更大。

此外，一些大型装修公司也开始破
除传统，探索线上经营模式，把“互联
网＋”的思维运用到展示装修品牌、诠释
装修文化、创新服务管理体系上，强化对

年轻消费者的吸引，谋求转型突破。
“今年以来，各大装饰公司开始理

性面对出现的市场困境，打响了品牌联
盟、网络营销等创新的营销模式之战。”
省室内装饰协会秘书长陈裕立表示，

“随着家装行业发展格局逐渐步入互联
网大循环，大多数企业也迅速调整自
身，适应这种变化，有些公司已具备利
用互联网做品牌推广、吸引客流以及做
强服务的能力。”

装修行业面临新一轮洗牌

虽说眼下正是火热夏季，但对于一
些小型装修企业和新成立的装修公司
而言，却感受到了“凉意”。由于缺少品
牌，客源不多，他们目前正面临着生存
的挑战。相反，部分大型装修公司的负

责人则表示，前来洽谈装修的顾客里，有
近40%为回头客，生意还是不错。这种
形势下，我省装修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据省室内装饰协会不完全统计，近
年来，我省约有近千家装修公司，该协
会的会员单位就有800多家，其中，小
型装修公司占据了一半左右；一些小型
装修公司的回头客不如大型装修公司
多，且其内部管理尚不成熟，缺乏营销
策划、精度设计等专业经验，面临客源
流失、业务萎缩的压力。

有业内人士认为：“越来越多的大
型装修公司开始利用互联网家装平台，
以往传统的线下竞争将会逐渐演变成
为品牌企业之间、线上和线下之间穿插
融合、此消彼长的“火并”。这也预示
着，一场海南装修行业的重新洗牌已为
时不远。”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衣柜是女人“永久的领地”，也是她
们收藏美丽的乐园。然而，什么样的衣
柜会成为她们的最爱？记者采访发现，
目前市场上主流趋势是整体衣柜，尤其
入墙整体衣柜已成为潮流主打，且以优
雅与奢华之风当道。其中，融合狂野高
贵与欧式奢华的皮纹、素雅清丽的缤纷
花语风格依然是时尚一族的热选。

新潮的整体“衣帽间”

热爱时尚、崇尚简约，使年轻消费
群体追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理念
融入到家居生活中，体现在了消费理念
上，自然也为衣柜市场注入了新的生机
和活力。

高高竖起的趟门直达屋顶，高耸宽
大的百叶门气派恢宏，犹如一堵艺术木
墙隔断了衣柜里面的姹紫嫣红和杂乱
无章。在整体家居市场中，整体衣柜的
个性化发展无疑成为了衣柜行业的潮
流趋势和时代特色。

索菲亚衣柜海南区域有关负责人
表示，整体衣柜可根据家居需求量身设
计，巧妙利用室内靠墙的一边或两边作
为衣柜的侧面，形成衣柜凹入墙内的感
觉，衣柜趟门则直达天花顶，通过色调
搭配，与整个居室的装修风格融为一
体，也可以利用入墙柜做成一个“衣帽
间”，方便且实用。

“整体衣柜今年开始流行，目前已
成为海南消费者首选的衣柜款式，来店
里定做衣柜的消费者，80%以上都会选

择整体衣柜。”该负责人表示。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家居整体化要

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整体衣柜商家从
单纯生产整体衣柜、移门走向整体配套
家具生产销售，凭借美观的整体设计风
格、环保材料的统一使用、售后服务统
一和空间设计更合理等优势，逐渐受到
了越来越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
的喜爱。

舒展个性生活的强大功能

在走访市场中，记者发现，这种定
制整体衣柜备受消费者尤其是80后、
90后的喜爱。这主要取决于整体衣柜
的功能化作用。

选择了整体衣柜的海口市民向洋
认为，这样的衣柜不仅可以度身定做，
而且还能节省房屋空间，变得功能多、
实用性强。

在以前的家装中，人们选择衣柜的
方式有木工现场打制和购买成品两
种。相较而言，前者可依消费者意愿制
作，但施工环境差，品质不易控制，专业
化不足，而且现场容易造成装修污染，

虽然可以通过优秀的手工制作工人技
术弥补一部分，但从整体来讲，还是有
一定的缺陷；而购买成品产品美观，可
移动，品质稳定，但很难与家居空间相
匹配。

然而，整体衣柜既吸引了二者的优
点又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它的多种标准
件经过组合，能搭配出各种不同的尺寸
和变化，这样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个性
——按照自己需求来定制。

欧派衣柜国度建材城店的相关负
责人认为，整体衣柜引领潮流，主要是
迎合了大众的需求，从使用角度看，必
定是功能型的家居产品，能大大节省空
间。目前品牌的整体衣柜可以按照需
要进行设计，装进家中后，形成衣柜凹
入墙内的感觉，不但里面可以切割成挂
衣空间、摆放空间，顶部空间也可以放
被褥，或者孩子玩腻的玩具，再通过衣
柜推拉门色调的选择，实现和整个居室
的装修浑然一体。此外，整体衣柜还可
以设计成书柜、储物柜、壁柜等等，真可
谓“一柜多用”。因此，除外观设计之
外，强大而细腻的功能设置才是引领潮
流的关键。

规整你的个性生活规整你的个性生活

金盛达
美好生活家居馆
展开招商

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与
“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活动进
行战略合作，作为该活动的协办
单位，目的是发掘出一批海南本
土在经济、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
的企业，共同打造海南的“百年
老店”典范，决心将金盛达打造
成本土老字号品牌。

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暨
海南省级家居建材市场和物流配
送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丘
海大道南延线2公里处，由海南寅
鼎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
一期已用地 831 亩，截止到 2014
年12月底，项目开发投入达8.6亿
元人民币，已完成建筑面积68万
平方米的建设并投入运营，包括
石材区；瓷砖、洁具区；五金、机
电、水暖区；灯具、门业区；油漆、
涂料、防水区；仓储区。2015年按
计划正在建设的区域有：15万平
方米美好家居生活馆、11万平方
米电子文化商务交易中心及占地
200亩的海口市民休闲文化广场
建设。

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二期
15万平方米美好家居生活馆，预计
于2015年内开业，全岛超大规模家
居建材城全球盛惠招商（财富热线
0898- 66973888/66860808），即
刻拨打财富热线入驻金盛达美好
生活家居馆即可享受三大招商优
惠政策：30-75元/平方米的优惠
价格；7月份以前入驻的商家均可
享受8折优惠；金盛达携手平安、
工商、农商、中信等银行提供金融
担保和政策扶持。

抢客靠实力不靠“装”大头 洗牌拼创新不能“装”糊涂

海南装修商
如何修挣果
对于一线大城市来说，6、7月份，意味着传统的装修旺季来临，但是

相对于海南的装修市场，却正准备迎接7月份的传统淡季。不过市场越
“打蔫”，商家越要“较劲”。目前，海南家装市场群雄并起，一方面部分大
型家装公司加入到“火并”之中，凭借实力和规模优势推出各种套餐优惠
和特色服务抢客，另一方面单打独斗且管理和服务跟不上的一些家装公
司岌岌可危，业务出现缩水迹象。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6月27日永安红木将迎来22周年厂
庆活动，为感谢广大客户朋友的支持，活
动期间永安红木拿出1000万感恩大让
利，全场上万款产品3折起回馈消费者。

22年辉煌铸就“木匠精神”

“本地工厂，22年老字号”。说起红木，
不得不提深耕海南22年的“永安红木”。

走进永安红木工厂车间，首先是被永
安红木精湛的技艺、精致的红木艺术品所
吸引。每一个组合零件、每一道工序、每
一件家具，无不是精心选材、用心雕琢、细
细打磨……每一寸的红木家具背后都是
一个“木匠”对技术的极致苛求。

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艺术的一丝不
苟、对完美的孜孜追求，永安红木将“木匠
精神”作为企业精神，在永安红木创立之
初就注入到每个环节。永安人，是一群将

“木匠精神”深入骨髓的一群同道之人。

永安红木传承“家风”文化

家具作为人们日常的生活起居所使
用的器物，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家的变

迁。而中国古典家具，饱含中华文化内涵。
红木家具作为社会经营人群的选择，

更是注入了不同阶层家庭的“家风”哲学。
千百年来如果说有哪一种家具能够包含着

“家”的文化流传下来，那便是红木家具了。
永安红木传承的正是独具中国特色

的国粹文化，22年来一直专注红木家具
的制作，在家具的选材、木材的蒸煮、烘
干、打磨、雕刻、烫蜡过程不断推陈出新。

厂庆活动时间：6月27日—7月12日
永安红木海口店址：海口市龙昆南路·海南红木楼4楼（海南师范大学对面）
永安红木三亚店址：三亚市迎宾大道人力资源市场旁
永安红木厂厂址：海口市椰海大道88号力加啤酒厂旁

22年永安红木 本地老字号 6月27日-7月12日厂庆3折起

海岸人居

家居热线

怎么 花钱值？

装修处处都要花钱买东西，初次装修的
您也许不小心花掉不少冤枉钱，有些东西不
能省，有些却能省则省。怎么“装”花钱值？
本刊请业内人士给读者介绍点经验。

装修中，钱这么花，值!

【防水，电路】电线水管所用的管道一定
要花钱买好质量的。一旦漏水断电，要凿开
地面并赔偿楼下损失，返工也很麻烦。

【油烟机】油烟机装上后十几二十年都
不会更换，购买一个便宜的噪声大、抽烟效
果差，可算是长期性折磨，买好的值。

【淋浴花洒】事实证明千万不要在花洒
上节省，质量差的在淋浴的时候非常痛苦，
如果需要更换也是很麻烦的。

【马桶】差的马桶水箱容易坏，下水也
不好，还老堵塞。使用几年后，想想每天马
桶都会堵塞，一天的好心情也将从一开始
就破灭。

【床垫】每天8小时在上面，睡眠质量太
重要了，影响第二天的效率。

【地砖】地面破损修复是大工程，要选择
不渗色、易清洁的瓷砖。

【龙头】对于使用频率大的产品，质量是
关键，如果三天两头的换水龙头，一定是一
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墙砖】用好品牌的特价款即可。
【吊顶】可以选择便宜的铝扣板。吊顶

在许多业主中，都在装修后觉得自己当初的
豪华吊顶基本没啥用，一时好看而已。

【家具】不用实木的，好一点的板材也说的
过去。

【推拉门】没必要用太好的，但导轨一定
要好，否则滑不动。

【水槽】选择中档即可，但最好是毛面
的，光面即使是全进口的也容易花。

【水晶灯】华而不实，易坏。选择一些质
量好的吸顶灯或者其他灯饰，质量好易更换。

本栏目鸣谢华浔品味装饰的友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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