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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已经开始。家，是每一位中
国人的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恒大海
口文化旅游城深谙于此，选址于4万亩
湿地公园之上，以风情酒店、温泉馆、
多功能会议中心、博物馆、双语幼儿园
等45万㎡缤纷配套，打造集游、购、乐、
商、文于一体的138万㎡都荟综合体，
给您一个满意的家。

9A精装 品质人居

恒大地产始终将做民生地产的企

业宗旨、让惠于业主的理念，贯穿在项
目的每一个链条中。比如“开盘必特
价”，不捂盘不惜售，将最好的产品一
次性推向市场；再比如，恒大精装高标
准高配置，装修得越高级省得越多。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秉持恒大9A
精装战略，与几十家国内外知名品牌组
成战略联盟，严把上游材料关，并在开发
建设各个环节上严把质量关，将6000余
条精装标准贯穿于设计、施工、监理、验
收等整个流程。还在全国成立了配送中
心，通过专业物流体系实行原材料全国

统一配送，保质、保量、保证时限。

英式管家 温馨社区

恒大金碧物业，具备国家一级物
业管理资质，以服务超过300余个大型
项目的经验，定制特色服务体系，始终
贯彻“急业主所急，想业主所想，全心
全意为业主服务”的宗旨，以其鲜明的

“三大特色”——特色的保安队伍、特
色的物业服务、特色的社区文化闻名
于全国物业管理行业，将英式管家的
贴心注入生活每一处细节，为业主提
供360°贴身服务。

喜迎新年 特惠全城

喜迎新年，恒大特惠全城。为感恩
答谢广大新老客户，倾力钜献特惠房源。

首付3万元起可认购73-126㎡的
两房至三房花园美宅，起价7388元/
㎡，送1600元/㎡精装；180-224㎡湖
畔别墅首付 60万元起，19800 元/㎡
起，预计 2017 年下半年交房；恒大
LOFT悦城，复式31-49㎡，4.9米高，
8500 元/㎡起送 3000 元/㎡豪装，88
折，买一层送一层！

热线：0898-3666 5333

由观澜湖集团斥巨资打造的观澜
湖新城将于2月1日正式开业，兰桂坊
酒吧街、泰迪熊博物馆、Hi Zoo室内动
物主题公园、海免观澜湖国际购物中
心、星美国际影院、韩国本土品牌料理
等将开门迎客。届时，香港著名演员杨
千嬅也将现身助阵。

火辣表演、雕塑艺术展品位十足

具有南美风情的巴西女郎、新锐时
尚Lady Gaga体验、韩国乐队等团队
也将带来火辣的现场表演，将观澜湖新
城的品牌精髓和时尚个性传递给现场
的每位观众。值得一提的是，开业期
间，由全球众多艺术家及名人创作的手

绘大象雕塑艺术展，也将在海口观澜湖
新城展出。据悉，展出的42头大象雕
塑，个个都有一段美妙的传奇故事。

国际化购物体验活色生香

观澜湖新城是一个集娱乐、购物、休
闲、餐饮及文化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项目，
致力于为顾客带来全新娱乐式零售体
验。除酒吧之外，这里还聚集了世界各地
的美食、购物、娱乐元素，不同的主题活动
和派对全年不休，为本地市民和各地游客
减压放松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

地道香港范儿的兰桂坊酒吧街，派
对活动丰富多彩，不论是有钱人，还是普
通的工薪阶层，都可以来这里小酌一杯，

放松心情；精品汇聚的观澜湖免税店，囊
括了普拉达、D&G、博柏利、迪奥、芬迪等
世界名品，为客人提供全方位国际化的购
物体验；受到世人青睐的泰迪熊博物馆，
收藏了各地限量版泰迪熊，是时尚潮流的
宠儿；新奇有趣的HI ZOO，是能让孩子
们和动物互动的室内动物主题公园……

多条交通线路便捷抵达

自2月1日起，观澜湖集团开辟了
多条穿梭巴士线路，分别从万绿园、白
沙门公园、国贸大润发明珠路站、中国
城、钟楼出发，也可乘坐K2、K3、游3、
游7等多辆免费和公共交通巴士，为市
民前往观澜湖新城游玩提供方便。

楼盘销售入冬暖

海口西海岸绿地·中央文化城的负
责人王名瑞说，今年1月份以来，该项
目已销售了30多套，虽然不如去年12
月份50套的业绩，但要好于去年1月
同期25套的成绩，“80-120平方米的
户型比较抢手，消费者大多是在海口工
作的外地人。”

海航集团海秀商圈项目策划经理谢
松涛说，近段时间他们卖出的房子大户
型居多，平均一套大概200万元左右，已
销售3000多万元。“有一位业主，自己买
了一套大户型自住，后来听说有优惠政
策就又买了一套，打算投资租出去，后来
又介绍他姐姐和朋友过来买房子，前前
后后一共买了四套。”

由于省会的特殊优势，一些市县的
房地产项目也把海口作为销售前站，保
亭某楼盘近日在海口开设了新的售楼
点，其置业经理李先生告诉记者，公司做
过相关调研，海口本地人口多，来这里旅
游度假的省外人士也不少，市场空间比
较大，因此看好未来的销售前景。

促销跟着政策走

在海口市房屋产权交易登记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冬后来办理相关
手续的人很多，最近可能是天太冷的缘
故，相比上个月略有减少。

对于意向购房者来说，更希望新的
一年房价优惠力度大些。海口市民林
静说：“去年刺激楼市的利好政策不断，
特别是年末中央的会议也强调要去库

存，让开发商降房价，所以我想看看楼
市的动向再出手。”

谢松涛说，房产促销活动当然要
跟着政策走。比如，针对去年推出的
降准降息、“60平方米以下禁批”等政
策，他们就推出了“最后60套小户型
特价房”的活动，效果不错，卖出了40
多套房。

而随着恒大、绿地、万科这些知名
房企入驻海南，岛内楼市竞争加剧，很
多项目变着法儿促销，如“无理由退
房”、“夜场看房专场活动”，还有各类演
唱会、艺术展等，以此吸引消费者看房
购房。

去库存箭在弦上

近日召开的全省住建工作会议强

调，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大力推进棚改
货币化安置、实施公租房货币化、用好
住房公积金、推进跨界地产发展、改进
调控方式、实施精准促销、推进企业兼
并重组、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等10条措
施引导消费需求，加大消化商品房库
存。与此同时，还明确了从今年开始停
止集中新建公租房，推行以货币化为主
的公租房保障机制，这也被认为是楼市
去库存的积极信号。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尽
快出台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工等新市
民住房消费和改善性住房消费，加快
打通商品房与保障房通道，加大棚改
货币化安置力度，推动“供给侧”改革，
通过有效去库存，促进我省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锦绣风华 蓝汀绽放
大华锦绣海岸蓝汀墅1月28日盛大开盘

1月28日，西海岸低密度项目大华锦绣海岸
一期蓝汀墅盛大开盘，其优越的地段、高赠送面积
及高性价比，续写了西海岸的名盘风华。

黄金地段，珍稀必争

大华锦绣海岸位于海口西海岸片区，五星级酒
店林立、度假配套齐备。项目离海仅700米，配套5
万平方米商业嘉年华、生活超市，在项目附近还有
五源河学校和一家三甲级医院。生活于此，既享受
高端海居度假生活，也不离都市生活的繁华便利。

2015年10月8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
发了《关于解决海岸带200米范围建设有关问题
的通知》，对于进一步严控海岸带200米范围内用
地，做了明确的相关处置规定。西海岸的近海别
墅产品，因此成为稀有的房产资源。

仅58席，一墅难求

蓝汀墅，于大华锦绣海岸之上，立新城市别墅
蓝本，稀缺58席城市型双首层别墅。136-170㎡
面积，实现了超大空间利用，92-114㎡全明采光
阳光娱乐层全面积赠送，实现3层送1层的效果；
6.9米挑高空间，百变利用增添32-60㎡生活居
所，总价并不昂贵，让海口中产阶层及岛外度假客
户，轻松实现在海边拥有别墅的梦想。

此次开盘现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数百名客户，很
多客户已认筹很久，一直期盼着蓝汀墅能早日开盘。
他们纷纷表示，随着这个片区建设的不断完善，海口
西海岸的人居水准将进一步提升。并且国家已经不
再批复别墅用地，未来在海边，或将一墅难求。

热线：0898-6655 8999

一周样板间 设计师：陈志潇
设计风格：现代中式
建筑面积：80m2

项目地址：琼海瑞海水城
设计说明：主卧室以大荷叶的视觉画
面与地幔木纹材质的砖铺成，室内装饰
木质家具、窗棂、布艺床品相互辉映，布
局格调高雅，造型简朴优美。以尊贵雅
致的“现代中式”为主题、中式元素与现
代材质的巧妙兼容，打造充满禅意的空
间意境。

“抢、抽、送、返、盈、省”，促销手段招招吸引眼球

建材商家 大气粗

寒潮发威 楼市争春
海南房地产项目节前再发力

名盘在线

2月1日观澜湖新城开业派对盛放

想有个家？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给您

材材
特惠套餐“惠”更多？

春节前，海口不少建材市场优惠不
断，“抢、抽、送、返、盈、省”促销手段招招
吸引眼球。在城西建材市场，一个建材商
家的店主告诉记者：“我们和银行有合作，
可以零首付、分6期至12期付款购买建材，
分期付款的额度为1万元至10万元。”

在万佳建材广场记者看到，一家
建材商铺的“买就抽”活动正在火爆进
行，只要消费者购买建材，就可以参与
抽奖，“百分百中奖，最低现金200元，
最高现金20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微信的“微营
销”开始在海口的建材市场出现。金
盛达建材市场已有商户推出了“微信
关注，免费推送装修信息”、“微信关注
送大礼”等微营销方式。微营销虽然
很“火”，但海南的建材行业实施此举
的商家并不多见。

面对眼花缭乱的优惠招数，消费
者究竟怎么买才划算？

“我已经转了三个建材市场，商家
基本都说有折扣。”正在逛万佳建材广
场的王先生表示，比较下来，觉得选

“特惠套餐”比较划算。记者在走访中
也发现，一些建材商铺都推出了“捆
绑”优惠。

城西建材市场一家瓷砖商铺的店
主告诉记者，所谓特惠套餐，就是买大
件送小件。一方面消费者可以省下一

笔费用；另一方面，建材卖家可以靠
“走量”多出货。

王经理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特
惠套餐时要思考周全，别重复购买。
建材商应摸准消费者心理，合理“捆
绑”组合的产品，别忽悠买家。

选对时间淘实惠

记者在万佳、金盛达、城西建材市
场了解到，不少建材“刚需”，利用时间
差，春节前来建材市场“淘实惠”。

城西建材市场一家商铺，推出“买
建材送设计”，而隔壁一家商铺则推出

“买1万元送1千元”的促销活动。记者
看到，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一位家住海甸岛的吴先生，买了2
万元的地板砖，他说：“我打算年后装
修，一来因为年后建材价格可能没有
这么多优惠，二来是因为地板砖等建
材，需要在水电工进场前就选购好，乘
着年前打折促销，就决定买了。”

在金盛达建材市场的一家品牌瓷
砖店，店主李经理告诉记者：“春节前
建材打折促销的活动不少，毕竟这是
年前最后一波行情，希望消费者加紧
选购。”但他同时提醒，有的商家用“虚
假价格战”引诱消费者购买；比如，先
抬高原价，再打折促销；或者产品不过
关，以次充好。消费者在选购建材时，
要认清品牌，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一些
小品牌的促销活动。

花最少的钱，做最好的装修，是所有业主的期
盼。那么，装修怎样省钱呢？若掌握以下六大“必
杀技”，这事还有那么难吗？

第一技：充分利用设计费

设计的好不好，不仅要看装修施工图，还要与
设计师反复协商、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第二技：预算“谋定而后动”

装修前，有个合理完整的预算方案，对每道施
工程序，材料使用数量、档次、价格都做到心中有
数，岂能不事半功倍。

第三技：材料运用得当

不一味地追求装饰材料“高大上”、不搞材料
堆砌、不做过多的繁复造型……总之，材料运用得
当，装修效果自然水到渠成。

第四技：找靠谱的施工团队

选择优秀的施工队伍，听上去工价高了一点，
结果却让你达到省钱的目的。

第五技：别被套餐“套”住

面对林林总总的装修“套餐”，务必理性选
择。只做需要的，可做可不做的，再便宜也不做。

第六技：主材选购看品牌

口碑好的装修公司，与很多品牌材料商家有
联盟合作，既有能力保证装修质量，也能帮你省主
材费用。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大力支持

■ 见习记者 丁平

精彩的互动活动、琳琅
满目的打折建材、诱人的买一赠
一……这些构成了2016年春节前
海口建材市场的“年前庆”。日前，
记者走访万佳、金盛达、城西建材
市场发现，海口各大建材商城
都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促销

活动，力度较往年只
增不减。

装修省钱
大“必杀技”

家装课堂

6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李佳霖 宋洁

“霸王级”寒潮发威，海口24
日的气温创近30年来新低。然
而，这样的天气并没有阻挡大批
购房者的步伐。

在西海岸某售楼处，两位来
自北方的候鸟老人告诉记者，听
说该楼盘最近做活动，折扣不
小，就过来看看，初步考虑买一
套，“自己不住还可以租出去。”

海口本地市民蒋先生最近
也在四处寻找合适的楼盘，“儿
子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老两口
有的是时间，先帮他们选选。”

楼
时
评

行业“话事”
别废事
■ 萧清

近日，素有“大炮”之称的任志
强称：“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
2016 年房价又会上涨，短期政策无
法熨平市场波动，现在不买房，那就
再等30年吧。”此言一出，业界哗然。

不少专家认为，这种说法无视
现实。7亿平方米的楼市存量，如此
庞大的资产沉淀，其中的金融风险
与时聚增，这都不算多，多少才算
多？一些业内人士则质疑，说 2016
年房价又会上涨，是一二线城市上
涨还是三四线城市上涨，依据何
在？近期一系列的去库存政策以及
实实在在的楼市利好举措，难道都

“无法熨平市场波动”？
过去的十几年，不管出自何种

原因、以何种方式，房地产业成了中
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开发商也
随之成为市场公认的赢家，各大房
企的当家人和高管，不仅财富跻身
金字塔顶端，“话事权”也水涨船高，
一度步入巅峰。然而，近两年随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种情况已
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企业发展壮大、个人腰包鼓
胀之后，有的开发商说话论事，不但
谈不上谨言慎行，甚至丝毫不考虑
社会责任、公众影响。俗话说，人微
言轻，但依笔者之见，一个人如果以
为在业内有一点地位，就可以常“嘴
大言重”、口无遮拦地乱讲，不仅对
消费者不负责任，也对行业健康发
展不利，“话事”或成废事。

不同于有些行业，房地产本身
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在“十三五”开
局之年，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已全面
启动，小房企可能面临淘汰危局，大
房企也不得不转型调整，无论如何，
能够“活下来”的总要面对两个现
实：彻底“去暴利”，踏踏实实经营；
专精业务，别投机取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