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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刷漆料选色有讲究
“面子”得做足

装修新家，室内墙面、家具的涂刷漆料，是一
项“面子”工程。那么各个区域如何合理选用油漆
涂料的颜色？这个问题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还是有些习惯性的小讲
究，在这里与您分享一下。

1.根据房间形状选色
漆料的颜色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视觉

感受。在狭窄、层低的房间选择冷色调，可使空间
“变高变宽”。

2.顶面一般用浅色
通常房间颜色是自上而下、由浅入深地过

渡。因此顶面一般用浅色，下面的踢脚部分用深
色，整体给人沉稳感。

3.根据房间用途选色
客厅是家人聚在一起的场所，也常招待客人，

墙面涂料不妨选浅色，家具的颜色可以稍深些，凸
显惬意舒适的氛围；浅亮色是涂刷厨房的常用色。

4.根据房间朝向选色
朝东和朝西的房间易选浅暖色；朝南的房间日

照时间最长，适宜用冷色调搭配；朝北的房间缺少阳
光直射，选暖色比较舒服。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恒大海口湾
为您打造温馨港湾

不管身在何处，家始终是心灵的归宿。恒大
海口湾，精筑临海而居的御景美宅，为您打造温馨
的港湾。

闲适脱俗 回归自然
恒大海口湾，拥有亲近自然、以人为本的南亚

风格园林。宽阔楼间距，只为造园灵感开辟空间；
中轴景观带贯穿南北，漫步其间享受生活闲适；无
边界超大泳池、喷泉、水帘、溪流，让人忘却尘俗，
回归虫鸣鸟叫的自然。

一级物业 白金服务
恒大海口湾由国家一级资质物管——金碧物

业提供管理。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注重业主需求，
将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英式管家的贴心服务注
入到社区生活的每一处细节，提供房屋精修保养、
社区文化活动等服务，确保每一位居者生活无忧。

9A精装 满屋名牌
恒大集团秉承9A精品战略模式，联袂一线

品牌提供品质材料与豪华家装，实行全球采购、全
国配送政策，全力保障产品品质，汇聚满屋名牌，
开启9A精装标准的全成品居住时代。

张合有度 度假无忧
恒大海口湾，充分结合度假居住功能，户户瞰

海。57-193㎡户型布局考究、空间灵动、张合有
度，将舒适性、经济性、安全性等融为一体，充分满
足居者对精致度假生活的高质量、高品位需求。

精品升级 钜惠全城
在“恒大无理由退房”政策实施将满一周年之

际，为回馈海口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恒大海口
湾的支持与厚爱，特推出购房优惠。现在购买恒大
海口湾御景美宅，随房赠送2000元/㎡的全屋精装
及高达20万元的品牌家私券，实现真正拎包入住！

同时，更有多重豪礼钜惠全城：购房免契税；
266㎡豪装大宅，仅余二席，清尾82折起；滨海稀
缺金铺，特惠55折；酒店式公寓9800元/㎡起，送
2000元/㎡精装。

项目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棠路3号
项目热线：089836333555

商品房成交24715套，同比增长186%，创单月成交最高纪录

海南楼市：三月已收秋实

考验您的眼光与果断：

这样的“满租铺”！
买商铺还需自己打广告找租客？周边

是空铺你还愿意买吗？相信没有人会愿
意！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生活广场，上
好地段、品牌“满租铺”，你不动心吗？

喜盈门B区旺铺已满租

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生活广场，位
居海口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汇处、高铁站
商圈核心位置，商业物流近在咫尺。目前，
海口喜盈门B区已全部满租销售，A、C区
商家入驻率也超过95%。上好地段的“满
租铺”开业在即，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大牌商家长期入驻

据了解，喜盈门在上海、福州、南昌、长
沙等地的商铺出租率都达到100%。喜盈
门（海口）建材家具生活广场，现已进驻了
不少国际、国内一线品牌商家，如德国高
仪、美国科勒、日本TOTO、索菲亚衣柜、
欧派橱柜、马可波罗、中视国际影院、海天
集团等，并且一签就是3-10年的长期租
约，目前正准备进场装修。

20年专业运营，做一个火一个

由海南现代科技集团和上海喜盈门集
团共同投资开发的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
生活广场，占地218亩、总开发体量60万
平方米、总投资38亿元，将于今年7月28
日开业。

引入品牌企业只是做好商业地产其中
的一个环节，重要的还要练好项目自身的

“内功”，即做好后期的商业运营。
喜盈门具有20年的专业运营经验，

在国内其他城市打造了众多成功商业项
目，而且60%的物业是开发商自持，这样
不仅便于经营管理，也减少了投资者的
风险。

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生活广场旺铺
满租发售，加推100套保留铺源，11800
元/㎡起，早抢早收租，抢到即赚到！

■ 本报记者 刘操

近日，海口出台《海口市贯彻落实
省政府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包含诸多
购置商品房的利好政策，大大牵动了
百姓的心。记者走访海口房地产市场
发现，虽然按照本地惯例4月后将迎
来购房淡季，但在海口去库存“组合
拳”的激励下，近期在城区楼盘看房的
人络绎不绝，其中本地的刚需购房者
成为了主力军。

棚户区居民笑纳优质房源

我省住建系统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货币化安置在合理解决当地居民
住房安置问题的同时，势必有效促进
楼市去库存。

在海口琼山区滨江路附近的一个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内，“村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无论是直接“补钱”，

还是“补砖头与补钱相结合”，都可以
领到相应的政府补贴，这让他有了更
多更好的选择。“我们会好好算一算，
哪种划算再选择哪种方式。”王先生打
心眼里期望，政府能给大家提供质优
价廉的商品房。

“高才生”喜迎购房契机

记者还获悉，从国家985和211高
校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在海口工作，并缴
纳3年（含）以上社保的，购买首套新建
普通商品住房的，政府予以不超过2万
元的住房货币化补贴资助。

“2012年我来海口工作的时候，
市区的房价已经不低了，现在政府有
补贴，我要考虑买房了。”毕业于西北
某211高校、现在海口工作的小许表
示，补贴是如此实实在在，而且没有对
购置户型的限制，这等于在现有房价
上打了一个不小的折扣。他告诉记
者，面对这个契机，他开始付诸行动，

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便整天在各个楼盘
逛来逛去，寻找合适的房子。

外来务工者点赞“购房落户”

针对《意见》提出的“实行省外积
分落户制度，促进省外购房人员落
户”，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拍手称快。“购
房‘送户口’，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
息！”四川巴中籍的某建筑公司员工老
许告诉记者，自己要用在海南工作十
几年的积蓄购买一套商品房。“海口的
城市环境比老家好，我在这里生活习
惯了，以后就在海口落户、养老了。”

记者了解到，去年底我省已出台相
关意见，来琼务工经商且已办理《居住证》
或《暂住证》的省外人员，落户分值在80
分以上，本人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可在申
请人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申请落户。

此外，宽松的购房门槛也让外来务
工者倍感轻松。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在
海南工作时间没多久、积蓄有压力的外

来务工者，此举可谓“雪中送炭”。

新政或让楼市淡季也“火”

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海口琼州大
道的某楼盘门庭若市、异常火爆。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海口已有
一些楼盘小幅涨价，但总体还算稳定，

“就像这样60平方米左右的户型，在
海口是买一套少一套。”

在海甸岛世纪大桥桥头的某楼盘，
销售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的两栋住宅楼
盘已快销完，只剩下最后几套房了。”他
表示，在政策鼓励下，今年海口楼市或将
火爆，希望购房者抓住购房良机。

海口某房地产网站的负责人游先
生对记者说：“从往年情况看，4月以后
海口楼市逐渐进入淡季，不过今年情况
似乎有所不同，很多楼盘销售依然‘形
势一片大好’，如果这次的新政能持续
发酵，在9、10月份之前的这段传统淡
季，楼市成交或将会保持红红火火。”

楼市去库存“鸣锣打鼓”刚需欲置业赶紧淘房

海口“组合拳”，各方挺且赞

一周样板间 设计师：花良广
主要材料：硅藻泥、艺术涂料、金箔漆、
银箔漆、大理石、拼花砖、石膏线、银镜等
建筑面积：600m2

设计说明：采用温馨的米黄色来营造
欧式海边休闲居所。以色彩对比的手
法贯穿整个设计，尤其是地砖拼花的造
型。使用新型环保材料硅藻泥，让空间
更简洁雅致；门廊、窗台收边等细节部
分采用西班牙米黄大理石，增添空间的
韵味和层次感。

我省房产新政实施后，有效推动了
商品房销售和去库存的步伐，尤其在海
口、三亚这样房地产刚性、投资双重需求
旺盛的城市，用“春暖花开”来形容3月份
商品房销售的喜人业绩已不够贴切，从
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和成交金额三项指

标均翻番来看，说“已收秋实”也不为过。
“与往年春节前后是海南楼市旺季

有所不同，今年3月份才出现成交高潮。
我们公司凤岭悦澜、君和君泰两个楼盘
均卖得不错，销售业绩达到了一个高
峰。”三亚市卓亚家缘地产公司董事长王

生孝告诉记者。
海南绿地集团总经理助理邹强表

示，利好政策出台后，海口楼市的刚性需
求被激发出来。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西海岸、灵山等区域的新楼盘将越
来越吸引一些改善型的意向购房者。

今年2月23日，我省正式出
台“两个暂停”房产调控政策，加
强全省土地开发管控，明确今年
全省房产去库存任务。新政实
施满月后，成效显著。

海南日报商业周刊记者日
前走访了海南房地产市场及部
分业内人士，了解到3月楼市有
如此好业绩，一是源于去年至今
的政策利好产生叠加效应，二是
3月是海南楼市旺季末端，也是
收获的节点。预计4月份房地
产市场成交量会稍有回落，但整
体将继续呈平稳向好态势。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我省不少品牌
房企也对投资计划进行了结构性调
整，使项目与旅游、文体、教育、健康、
医疗等产业有机融合。海南鲁能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姚瑞琪告诉记者，今
年鲁能集团与省政府签订了生态湿地
公园、巴西体育中心、法国地中海俱乐
部、婚庆主题公园等 4 个文体旅游项
目，这四个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后，将提
升文昌市铜鼓岭生态旅游区的旅游接
待基础设施水平。

同时，一些房企在各市县政府协助
下，进一步加大对外营销力度。今年“五
一”期间，我省将举办海南首个“三地”联
合房展，即在海口世纪公园、三亚房地产
交易中心和儋州夏日百货广场三地，同
时开展区域地产楼盘展销活动，并联合
周边市县的楼盘一同参展。

有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我省加速楼
市去库存、调结构，房地产业将形成对其
他产业的重要载体作用和良性互动局
面，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亚市住建局局长王铁明告诉记
者，由市政府搭建的三亚市房地产交易
中心于近日建成开放。该中心致力于
打造推动本地楼盘去库存、市民游客

“放心买”的平台，目前工商、税务、国
土、规划等相关业务部门已经陆续进驻
交易大厅。今后，这一平台将为购房者

提供房产展示、网签、商品房办证等“一
站式”服务。

记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目前其
他市县也正在出招应对今年的楼市去
库存任务。文昌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符史飞表示，文昌正在研究制定今年
的去库存方案及目标，并把责任目标

层层落实到位。目前，文昌已经严格
控制楼盘项目预售许可审核，并引导
一些具备经营条件的楼盘转向发展产
权式酒店、旅游地产。今年文昌还计
划借助航天城首发机遇，积极走出去
向外营销，扩大城市知名度，激活房地
产销售。

3月海口商品房签约数据
签约套数5206套；
签约面积471674㎡，同比涨幅 113.16%。

（统计数据来自搜狐焦点）

3

对于引进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博士学位等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在
海口购买首套新建普通商品住房的，政府
予以不超过5万元的住房补贴。

“高才生”

提高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比例，包
括打通存量商品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的通道等。

所有务工人员只需连续6个月参加
公积金缴存即可申请办理购房公积金贷
款，公积金贷款首付降至两成。

棚户区居民

外来务工者

新政让 类人群受益

3月全省商品房成交数据
成交套数24715套，同比增长 186%；
成交面积184.9万㎡，同比上涨 153%；
成交金额176亿元，同比上涨 125%。

市县“快马加鞭”去库存

房企“厉兵秣马”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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