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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速递

房企卖房：参与踊跃

“这么好的机会肯定要抓住。这是
我们进行省外促销的一大营销事件，不
仅有利于展示企业形象，还有利于优质
楼盘的展销。”海南佳元地产有关负责人
说，本次活动，佳元地产把旗下的几大楼
盘都“带来”了，“尤其是目前在售的佳
元·椰风水韵，是佳元地产在海口滨江板
块的最大规模项目，将成为我们在此次
展会上的主推项目”。

同样，恒大集团海南公司也参与积
极，其在海南的六大楼盘将在展会盛装
亮相，包括恒大棋子湾、恒大海口文化旅
游城、海口恒大外滩、恒大御景湾、恒大
海口湾、恒大金碧天下，这些楼盘都代表
了海南旅游地产的形象和特色。

而绿地则在展会上主推海南绿地
城，热销户型65-125㎡板式美宅将成为
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中的一个亮点。

截至目前，报名参展的展位已有近百
个，海南诸多房企都不想错过这个展示实

力的绝佳机会，不远千里前往兰州组团参
展。他们认为，“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必
将成为此次兰博会的焦点和亮点。

市县组团：不想错过

在此次兰博会“海南旅游地产精品
馆”的组织筹办过程中，琼海、儋州、昌
江、乐东及临高等市县给予了大力支持，
纷纷组织当地的房企踊跃参展。

“各市县十分重视对当地房地产项
目的岛外促销，积极帮助企业实现‘走出
去’。通过市县组团带动当地的楼盘销
售，不仅有利于市县旅游地产的形象展
示，也有利于促进当地房地产业的健康
发展。”此次“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房展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说。

儋州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一次展示优质旅游地产的机会，我们
不想错过。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我们
更应该组织房企走出去，主动出击，加大
省外促销力度，让省外的置业者体验海
南旅游地产的巨大价值和特色魅力。”

优惠“任性”：买房实惠

“优惠只为购房者而来，这是一次买
房的绝好契机。这么远去兰州展销楼
盘，肯定要以最大的优惠回馈当地购房
者，让他们感受到海南房企的热情，享受
到海南楼盘的特别优惠。”此次参展的中
发·四季花园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称，
他们的项目在此次兰州展销期间，特惠
单价为3600元/平方米。

参展的临高海港小镇项目，此次将
推出“5000元抵1万元”、“免费赠送海
南豪华3天2夜看房游”等活动，以及团
购8.5折的优惠；而临高长岛蓝湾一期则
在展会期间推出了“1万元抵3万元”、

“两万抵五万”的优惠政策。
据悉，恒大、佳元、绿地等房企也在

此次展销期间推出大量的优惠特价房。
一位参展商说：“在兰博会‘海南旅游地
产精品馆’购买楼房将有更多的优惠惊
喜和礼品赠送，将优惠任性到底。”

“我们此次参展看重的是两省党报以
及全国各大媒体的强大宣传攻势。这些
必将提升我们优质项目的影响力。”恒大
集团海南公司品牌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示的多家优
质房企同台竞技，不仅方便兰州市民以
及西北地区购房者在家门口选购心仪的
海南房产，还能够让大家享受到给力的
优惠，“活动影响力不仅覆盖甘肃，更能
辐射全国”。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经历了
新一轮的调整，很多城市都量价齐
跌，但是海南楼市一直保持着回暖的
状态。能够有这样的局面，除了依靠
政策利好的支撑，以及海南优质的气
候和自然环境吸引大批岛外购房者，
还有就是开发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推出各种吸引眼球的营销策略，大手
笔开展一系列营销活动，成为上半年
海南楼市持续回暖的重要因素。

旧式营销已过时
房企探寻新出路

从政策层面来讲，虽然政府目前
已出台了强力的房地产利好政策，但
从目前整个行业面临的库存压力来
看，市场状况整体改变还需要一段时
间。

市场客源越来越少，竞争对手越
来越多，但销售压力却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沉重，这就是当前房地产营销
人员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佳元地产
营销总监杨洪清表示：“去库存是目
前大多数开发商都面临的一个问
题。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房地产营
销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更强调
线上线下的结合，更注重事件及话题
等富有实效营销策略。”

如今，在房地产领域，新的市场
环境已经到来，旧的营销策略已过
时，以往十分有效的传统营销“三大
宝”——砸广告、拓客、定价，正在慢
慢失去光彩，购房者对此也似乎不太

“感冒”。因此，多数房地产企业开始
尝试着事件营销的策略来打开营销
大门，事件营销成为当下多数房企开
始进行的实效营销方式。

比如，6月10日开始，保利地产
开启近一个月的爱国主义兵器展来
吸引人气，此举确实奏效。据保利地
产海南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短短
展出7天时间，到现场参观的人数已
超过10万人次，且不说该项目还未推

出，对项目销售也许带来不了什么，
但是却攒足了人气，为其即将推出的
保利·中央海岸奠定了人气基础。

同样，在今年的端午节期间，怡
和·湖城大境项目开启了认筹盛典，
推出各种优惠和礼品吸引了近千人
抢筹，让整个项目在节日期间掀起了
销售热潮。

此外，像佳元、广物、绿地、恒大
等房企都在近两个月连续举办了一
个个活动，实现了营销方式的转型。

“面对新一轮市场调整和转型期，以
往的营销手段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不
见得能够继续见效。营销手段必须
随着一起转型，才能更适应市场的发
展，顺应趋势，才能找到突破的关
键。”业内人士表示。

花样翻新为销售
去库存才是王道

“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
夸？”《浮夸》里的这句歌词很好地形

容了目前海南房地产开发商的营销
方式，不够夺人眼球的营销不是好营
销，不能把潜在客户拉到自己的售楼
部的营销也不是好营销，毕竟，服务
再好，楼盘质量再高，客户不来，一切
都白搭。

据海南中原地产策略中心相关
统计显示，海南目前在售的今年新开
盘的楼盘有近40个。其中，海口就有
近20个，而且7月份还将有5个项目
新开盘。这也意味着海南楼市的营
销大战远远没有结束。

于是，为博得消费者的眼球，海
南的开发商们的促销“求变令目前的
楼市增色不少。购房嘉年华、亲子乐
园、水果季、爱国主义兵器展、认筹盛
典、高尔夫邀请赛等让人目不暇接。

“目前很多房企争相在为去库存花费
心思，但这些眼花缭乱的营销策略，
不论是一时博得眼球也好，还是提升
房企品牌的认知度也好，最终都应该
为成交去化作贡献。”海南中原地产
高级研究主任马晓亮认为。

开发商八仙过海南 置业者买房爱“琼聚”
海南房地产市场上半年打“营销战”

楼市观察

海口保障房项目
永和花园今日交房

7月10日，海口市第一个政府招商引资建设
的保障房项目永和花园一期正式交房，为一期
1500余户保障房住户分批集中办理入住手续。
提前拿到住房钥匙的保障房住户符永亮和家人，
日前到新家验房后，对住房的质量和小区的硬件
设施感到十分满意，赞叹不已。

永和花园，百万平方米生态新城

永和花园位于西海岸长滨路西侧南海大道北
侧，总用地面积 381512 ㎡ ，总建设规模为
1020755㎡，将提供保障性住房11390套，是海口
市2012年开始重点建设的大型生态安居工程。
项目领踞海口西海岸第二城市中心，临河、近海，
三大公园环绕，居住环境十分优越。而且，项目周
边路网通达，出行便捷，学校、商业等生活配套齐
备，生活很便利。

同时，项目达到国家规定的二星级绿色建筑
标准，是海口保障性住房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新模
式、新探索。

良心工程，质量保证业主满意

为了让住房困难户住得安心，相关职能部门
对保障性住房的质量监督力度很大。在永和花园
办理报建手续后，质监站就介入监督，从开始建设
到竣工验收，经过多次质量检测。

永和花园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由中建一局
承建。2015年1月，永和花园获得了“全国保障
性住房领域安居杯设计创新奖”，项目以“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分期开发、节能环保、生态安居”为
原则的规划设计，以“面积集约、功能齐全、模数生
成、空间灵活”为原则的户型设计，获得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如今，项目 B1、B2 组团已销售房源达到
1500余套，并且项目建设已达到交房条件，二期
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永和花园限价房销售
均价仅为4540元/平方米。

广物·滨江海岸二期盛大交付

“城熟生活”触手可及
6月30日-7月6日，滨江海岸业主纷纷到现

场办理了交房手续。当钥匙交到业主手中时，他
们在滨江海岸江畔的悠居生活幸福起航！同时，
滨江海岸60万平方米滨水大盘走向更加成熟的
境界。项目一期第三批业主也在此期间领取到了
自己的房产证，居家惬意无忧。

交楼盛典举办当天，从笑脸相迎到疑问解答，
从手续办理到陪同验房，每个环节，滨江海岸的工
作人员都耐心而热情地处理，直至所有手续为业
主办理完毕。

作为海口高端住宅的代表之作，广物·滨江海
岸秉承精益求精的建筑理念，通过严抓建筑施工
来保障业主房子的品质。正是源于对质量关的把
控，才成就了滨江海岸“精工豪宅”的美名和口
碑。对业主负责、对产品负责、对口碑负责，滨江
海岸由此得到了所有来办理交房手续的业主们的
交口称赞。

滨江海岸60万平方米滨水综合体建设至今，
已落成1.3公里滨江养生长廊，近可观赏海甸溪
流水缓缓，远可眺望南渡江大江奔流，是闲暇时漫
步、健身的至美风景线；700米原版南洋风情商业
街区，集消费、购物、休闲于一体，被赞誉为海口的

“时尚会客厅”；二期升级打造的6000㎡中庭水系
园林、1000㎡阳光泳池、国际双语幼儿园等高端
配套，让业主一步到位尊享城熟生活，领衔海口高
端人居发展。

目前，随着滨江海岸交房的顺利举行，121-
153㎡一线江景楼王也火爆热销中。该产品集罕
见超高使用率，私家入户花园超值赠送，超大客
厅、落地飘窗和观景阳台等高端品质，即买即住，
一步到位。限时抢购即享10年物业费全免政策，
限时送契税，再送黄金车位，以及每平方米立减
1000元的重磅优惠，利好前所未有，岂容错过！

VIP热线：0898-6666 6988

恒大
参展项目：恒大棋子湾、恒大海口文

化旅游城、海口恒大外滩、恒大御景湾、
恒大海口湾、恒大金碧天下

特点分析：恒大各项目在海南都成
为行业标杆性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自
身的特点。其中，恒大棋子湾：20公里
原生海岸，百亿元投资海上运动中心，玩
海公寓、拎包入住、代租代管；恒大海口
文化旅游城：4万亩湿地公园，138万㎡
综合体；海口恒大外滩：300m城央地
标，一线海景豪宅；恒大御景湾：CBD一
线海景七星公寓；恒大金碧天下：成熟生
活配套社区 一线海景千亩大盘。

优惠信息：房展会特享8.8折，10套
一口价特价房：房展会成交客户，赠送四
天三晚海南双人游。

佳元
参展项目：佳元·椰风水韵
特点分析：项目享一流的生态环境和

人居环境，毗邻国兴CBD繁华，拥百亿元
滨江新城配套，配套建设1500㎡泳池，以
及富有欧洲风情的商业步行街区，设有超

市、咖啡厅、银行、餐厅等生活配套。
优惠信息：77-130㎡板式瞰江美

宅，6980元/㎡起。

绿地
参展项目：海南绿地城
特点分析：总占地近15000亩、总

建面近1000万㎡，规划建设海南最大
200万㎡商业集群。集合娱乐商业、旅
游集散、养生度假、一站式教育、生态居
住、机场门户、空港产业等7大中心功能
的国际级综合体大城。

优惠信息：推出10套特价房源。

天地·凤凰城
特点分析：位于海口市西海岸片区

核心区，北临滨海大道，与国际会展中心
仅有一条马路之隔；东侧紧邻的是总占
地18万㎡的城市中央公园。坐享海口
市4400亩“五源河森林公园”，它包含
五源河森林公园和五源河文体中心两个
部分。

优惠信息：7280元/㎡起（含1600
元/㎡精装）

儋州组团
碧海一家名城

特价3500元/㎡起

福安·滨海城邦 在7月17日

—20日兰州展销期间，每天6套特
价，未售房源任选，优惠细则如下：
1、一次性付款8折；2、分期付款8.5
折 ，客 户 只 需 首 付 原 总 房 款 的
50%，剩余房款分5年，按季度支付
给公司，无息。

儋州·塞维亚海岸 主推 39

㎡/一房一卫一阳台（展会期间推出
6套特价房20万元/套，拎包入住）。

水榭丹堤 针对此次展会，推

出20套特价房，认筹并成功购房即
享以下 6 重钜惠：1.每平米销售单
价优惠 700 元，总房款最高可少
42000元；2.送苹果6plus手机；3.免
双人往返机票；4.免接机服务；5.免
费食宿（三天两夜）；6.免费游 2 个
著名旅游景点。

中南西海岸 推出8套一口价

特价房源。

中视金海湾 每天两套特价

房 4980 元/㎡送豪华装修；一次性
付清95折，贷款97折。

博亚兹·澜铂湾 18万元起一

线海景精装房，拎包入住，超值大
优惠。

琼海组团
博鳌·海御 推出23套特价优

惠房。

博鳌亚洲风情广场 推出 7

套一口价特惠房源。

博鳌阳光海岸 推出10套特

价房源，房价10000元/㎡；岛外直接
选房交款客户或缴纳5000元选房订
金的客户，可享受两人上岛往返机
票报销（经济舱）和三亚五星级酒店
两晚住宿（一间标间或大床房），若
成功购房，意向金转入房款，若最终
未购房，则购房意向金不返还。

博鳌·椰风海岸 推出 13 套

一口价特价房源。

鸿信·御景湾 推出 76 套特

价房源。

亚洲湾 推出两套联排别墅

一口价特价房和一套双拼别墅一
口价特价房；“马六甲”养生公寓：
一次性付款：88折，按揭9折。

兆南山水汇园 推出特价房

50、53、51、55号楼可供选择。

IFC海南国际度假村项目 均

价为7500元/平方米，个人购房一次
性付清97折，按揭贷款99折；团购客
户一次性付清95折，按揭贷款97折。

万泉水郡 在售 3 期，起价

5480 元/㎡，均价 6600 元/㎡，户型
面积36-124㎡不等，一次性付款92
折，按揭95折，团购还可再享优惠
折扣。

临高组团
中发·四季花园 起价 3800

元/㎡，推出5套特价房。

海港小镇 5000 元抵 1 万元，

免费赠送海南豪华 3 天 2 夜看房
游，尊享团购85折优惠。

长岛蓝湾 展会期间可享受1

万元抵3万元，2万元抵5万元的优
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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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博会“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房展即将启幕

去兰州卖房，海南准备好了！
7月17日至20

日，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将在“2015 中
国西部（兰州）休闲
博览会”开设“海南
旅游地产精品馆”，
组织推介海南旅游
地产项目。届时，
代表海南优质旅游
地产形象的刚需盘、
改善盘、别墅、度假
式公寓、精品小区楼
盘将争相亮相，优惠
展销，为与会者端上
一道名副其实的海
南楼市盛宴。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房地产市场加速复苏
30城成交连涨4个月

2015年已过半，在降准降息、公积
金政策放宽多项利好政策推动下，本周
出炉的多项数据显示，楼市正逐渐走出
低迷状态。百城房价数据显示，继5月
份百城房价均价由跌转涨后，6月份百
城房价再次小幅上涨，其中53个城市环
比涨价，较上月增加5个。成交方面，机
构统计，截至6月份，全国30城新建住
宅成交面积已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不
过，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是房价还是市
场成交，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行情
已出现较大分化。

今年6月，全国30个典型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995万平方米，环
比增长4.3%，同比增长69.3%。目前已
连续4个月出现环比增长的态势，市场
情绪总体趋于乐观。

业内人士预计，成交量上升，反映了
居民购房意愿在增强。尤其从目前包括
降息等政策来看，购房政策效应在持续
释放。在目前全国部分城市房价止跌反
弹的态势下，购房者对于未来市场的关
注程度会继续加大。从这个角度看，全
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会有一个较好的表
现，下半年成交量将明显高于上半年。

名盘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