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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都有着自己的传
奇。碧桂园，带着“给您一个五星级
的家”的城市优居梦想，足迹遍布全
球。2016年，当海口遇上碧桂园，那
会是怎样的火花与震撼，碧桂园·中
央首府，汇聚着一座城市的至优资
源，为海口荣誉而来！2016年9月
10日，碧桂园·中央首府品牌发布会
启幕，在海口西海岸香格里拉酒店，
与宾客一起见证一个传奇。

碧桂园作为千亿房企、福布斯
全球上市公司500强，二十四年来，
以工匠精神筑家的身份，在所到访
的每座城市建立城市的风景线和城
市名片，至今在全球拥有的精品项
目超500个，业主超300万。碧桂
园海南区域，全岛布局7城，共12个
精品项目。此次碧桂园重磅出击，
一举拿下了海口椰海商圈最具升值
潜力的地块。倾力打造碧桂园·中

央首府，作为首驻海口的地王之作，
将集合碧桂园精英团队和优质资
源，精工品质将在海口得到完美的
展现，有理由相信，碧桂园·中央首
府即将成为海口城市新名片。

以9.58亿元的总价，拿下碧桂
园·中央首府二期130亩地块，成为
海口新晋地王，至此，碧桂园·中央
首府以212亩占地面积成为椰海商
圈第一大宜居大盘。碧桂园·中央
首府集结品牌人居智慧和建筑工
法，匠心打造62-120㎡纯板式南向
精装洋房，用精致理念和精工品质、
星级园林搭配童趣小景、高科技的
智能社区体系、独具特色的U型商
街、完善丰富的社区配套等高超的
社区打造方式，使人身处其中流连
忘返，感受到高品质社区的非凡体
验，更有碧桂园旗下具备国家一级
资质，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城央之上，不负等待！在城南
第一大宜居大盘寻得一处居所，集
居住、美景、商业、运动、艺术于一
体，让每一次回家，都成为一场流连
忘返的旅行。

咨询电话：0898-66828888
项目地址：海口市椰海大道与

中央大道交汇处

9月伊始，新生入学潮来临，房屋
租赁市场需求增大，海口的出租房市
场也迎来了旺季。

据统计，2016年海南省高校新生
达5.7万人。海口市也迎来了大量高
校生返校。目前有许多高校生选择
在市区租房，海口房源紧缺。

无独有偶，今年是海口市三年棚
改计划第一年，海口市内多个棚户区
改造项目正在陆续进行中，近期又赶
上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高峰期，房屋租
赁市场需求增大。同时，海口不同地
段的房子租金相差较大，尤其是一些
交通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小户型，价
格上涨比较大。

今年6月底，省住建厅下发通知，
将通过鼓励房地产企业开展住房租
赁业务，落实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政策等措施，全面推进培育和发展

海南住房租赁市场工作。
海口作为海南省会城市，一手

房价远超其他市县，二手住宅均价
已经翻了两到三翻，加上国人都有
着拥有自己房产的传统情结，租房
一时难以成为海口房产市场主流。

房租与二手房价齐飞涨，年轻购
房群体只能望“房”兴叹？

海口万达LOFT公寓，约38㎡起
精致户型，7388元/㎡起具有吸引力
价格，作为LOFT公寓，拥有5.1米超
高层高，买一层用两层。

无论是年轻客户群体购房以作
自住、创业用途，都能让公寓发挥最
大优势，楼下即是万达广场，满足年
轻人越来越渴望便利生活的心；当做
投资品，年底即将开业的万达广场，
提前为LOTF公寓营造深厚投资氛
围，届时坐等升值，与万达共赚未来。

澄迈被誉为“长寿之乡”，现有上
百位百岁老人。为什么老天如此钟
爱澄迈，专家表示，这得益于独特的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包括优良的生
态环境和悠然自在的生活方式。

澄迈也有着悠久的敬老爱老的
传统，多年以来，从政府层面也非常
重视爱老敬老。澄迈以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契机，大力促
进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打造属于长
寿之乡自己的“健康经”。近年来，为
满足不断前来养老度假的迁徙人群，
澄迈不断加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及
开发养老度假楼盘。而恒大御景湾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海南恒大·御景湾，359亩度假湾
城，毗邻海口市新行政中心、地处长
寿之乡——澄迈，与福山咖啡风情文
化镇遥相呼应、拥盈滨半岛旅游度假
区醉美风光。在恒大御景湾周边闲
逛，随处可以见到白发苍苍的老者，
或坐在村庄广场的榕树下悠闲地拿
着蒲扇纳凉，或围聚在一起用家乡话
闲聊。偶尔还会看到骑着自行车的9

旬老翁从镇上买东西回来。
作为海南高端养生度假精品大

盘，坚持国际主流规划理念，打造健
康绿色养生人居、滨海生活，实现从
园林、户型、建筑、设计、社区康养配
套的不断升级，以恒大专业品质，9A
精装标准打造41万平方米欧陆风情
建筑，集合休闲、娱乐、生活顶级配
套，缔造大体量度假养生社区。项目
内部配套完善、档次高端，打造了
5500 ㎡商业街、5200㎡超五星级奢
华会所、国际级双语幼儿园等，筑造
海岸休闲度假生活的人居典范。周
边海南省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度假
酒店群、高尔夫球场环伺，贵族游艇
会、海胆剧场、国家帆船训练港等众
多高端生活资源汇聚，一站式航母顶
配开启滨海岛居养生度假生活。

金秋盛惠，海南恒大御景湾48-
112㎡温泉养生现房8.2折大优惠礼
献全国，最高优惠22万元，更送1600
元/㎡精装。国际双语幼儿园即将全
新开启，尽显恭迎全城品鉴！

抢购热线：0898-31639999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连续6个月减少

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数据，截至今年8月
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0870万平方米，比7
月末减少512万平方米，已经连续6个月减少。

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64387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比1至7月
份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1.9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4.8%。

同期，房屋新开工面积10683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2.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
11.7%。

1至8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7451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25.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
长25.6%；全国商品房销售额66623亿元，增长
38.7%，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40.1%。

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292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5%，降幅比1至7
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4632亿
元，增长7.9%，增速提高0.8个百分点。（欣华）

楼•资讯

调控政策发力

楼市“金九”秋意浓
9月初，房地产市场进入传统意义的“金

九”销售旺季。不过由于月初住建部等系列调
控政策的发布，市场成交反应平淡，其中一线城
市降温明显。12日，多家市场机构的统计数据
均显示，今年的金九并未出现往年的火爆开局。

据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统计，上周
北京楼市出现环比双降：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
障房）共网签2692套，环比第36周下降15.6%；
二手住宅共网签6298套，环比下降4.6%。

事实上，楼市“金九”平淡开局不仅仅表现
在北京市场。12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
据显示，上周受监测的25个一、二、三线城市楼
市成交量总体平淡，其中一、三线城市代表城市
明显回落，二线城市环比微升。

中指院的数据显示，整体来看，4个一线城
市成交量环比有所下降，仅仅北京成交有所上
升；同比也呈现回落趋势，其中深圳降幅最高。
具体来看，上周北京成交面积18.3万平方米，
环比增长73.3%，同比减少26.1%；广州成交
31.0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6.1%，同比增加
93.3%；深圳成交 5.6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35.2%，同比减少55.8%；上海成交34.7万平方
米，环比减少55.5%，同比减少30.1%。

二三线城市当中，七成城市成交量回落。
具体来看，16个二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上升
22%，5个三线代表城市成交总量环比出现回
落，降幅为8.2%。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上周二线
城市当中环比降幅最为明显的是厦门和三亚。
其中，厦门上周成交面积仅为2.47万平方米，环
比减少65.4%，同比减少52.8%。

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趋势，国金证券分
析师胡华如分析指出，库存分化决定量价分
化、政策分化，后续不排除个别热点城市房地
产政策进一步收紧，但考虑大多数城市去库存
压力依旧较大，分类调控、因城施策仍将是主
基调。 （据经济参考报）

北京封杀假结婚购房
覆盖面扩大至二手房及全款客户

面对持续火爆的北京楼市，相关部门近日
开始接连出台新政策为楼市降温。

9月12日，记者了解到，继封堵“假”结婚购
买新房后，同样的限制政策也开始适用到二手
房市场。同时，即便是全款购房者，如果资质不
合格，也无法通过婚内更名的方式，让无购房资
质的一方单独在房本上署名。

有业内人士此前指出，一些全款购房者，
依然可以通过“假”结婚内的结婚、离婚手段，
来完成购房，“在政策要求上，必须要有购房资
格的一方在房本署名。如果之后做了贷款抵
押，整个贷款的续存期内是不可以再更名的。
这种政策其实封堵了一些人通过短期结婚离
婚获得购房资格的可能性。但如果是全款，因
为在婚内是可以做更名的，所以政策很难封堵
那些通过假离婚获得购房资格而全款购房的
这部分人群”。

“这样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投资客，房价如
此上涨，市场中确实存在不少投资客，一些新盘
中投资客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刚需客户，封堵通
过结婚骗取购房资质，确实可以限制一部分投
资客的炒作行为。”有房企负责人士表示。

不过，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上述政策仍是
治标不治本，“一线城市的住宅市场，未来走势
如何，更多的取决于信贷政策。之所以人们炒
房热情高涨，也是由于缺乏其他的投资渠道，要
想做到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还需要从多个方
面去解决”。 （据证券日报）

经海口市住建局批准预售的西
海岸商品房面积37.86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54.28%（全市批准预售面
积 350.1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55%），占全市批准预售总量的
11.91%。商品住房批准预售面积
29.70万平方米（全市批准预售面积
236.25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4.18%），同比下降48.28%，占全市
批准预售总量的14.15%。

销售面积方面，海口西海岸商
品房销售面积97.30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70.79%（全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 365.5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0.05%），占全市销量的26.35%。
西海岸商品住房销售面积84.33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72.13%（全市商

品住房销售面积314.27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56.33%），占全市销量的
26.62%。

售价方面，海口西海岸商品房
均价8142.92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13.28%，扣除团购后均价9274.17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9%（全市商品
房均价8389.53元/平方米，扣除团
购后全市商品房均价9389.96元/
平方米）。海口西海岸商品住房均
价 8052.83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13.88%，扣除团购后均价8766.51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8.63%（全市
商品住房均价8077.52元/平方米，
扣除团购后全市商品住房均价
8729.86元/平方米）。

而购买海口西海岸商品住房按

价位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价位在
8000 元/平方米－10000 元/平方
米的销售面积29.78万平方米，占
西 海 岸 商 品 住 房 销 售 面 积 的
35.31%；价位小于或等于5000元/
平方米的销售面积 28.88 万平方
米，占西海岸商品住房销售面积的
34.25%；价位在5000元/平方米－
8000元/平方米的销售面积16.78
万平方米，占西海岸商品住房销售
面积的19.90%；价位在10000元/
平方米－15000元/平方米的销售
面积16.47万平方米，占西海岸商
品住房销售面积的19.53%。

在购房对象方面，岛外购买以
河南、北京、广东人最多，西海岸商
品住房面积35.08万平方米，岛内

购买西海岸商品住房面积49.06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分别为47.44%和
96.79%，占比分别为 41.69%和
58.31%。而岛外购买全市商品住
房面积138.77万平方米，岛内购买
全市商品住房面积176.47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分别为 67.78%和
49.13%，占比分别为 44.02%和
55.98%。

据悉，截至 8月底，海口西海
岸商品住房存量为174.39万平方
米 ，占 全 市 商 品 住 房 存 量 的
28.32%（全市商品住房存量615.85
万平方米）。以西海岸2016年1-
8月的月均销量计算，西海岸商品
住房现库存量的去库存周期需要
16.6个月。

2016年海口西海岸房地产数据发布暨区域发展论坛举行

海口西海岸前8月商品房均价8143元

万达LOFT公寓
年轻购房群体首要之选

恒大御景湾
高端养生度假精品大盘

碧桂园·中央首府品牌发布会启幕

随着海口西海岸教育、医
疗、交通等市政配套不断完
善，西海岸成为海口房地产市
场的主要聚焦点。而每年的
第三季度，是海口地产行业淡
旺季转折的关键节点。9月
13日下午，由海口市房地产业
协会主办、星华集团协办的
“研数据趋势 判区域崛起”
2016年海口西海岸房地产数
据发布暨区域发展论坛举行，
布局海口西海岸的各大发展
商同台论道，探讨西海岸片区
发展，并发布了今年 1月至8
月的各项数据。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今年1—8月
海口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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