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罗孝平 美编：张昕

B12 房产周刊2016年9月30日 星期五

HAI NAN RI BAO · FANGCHANZHOUKAN

版面联系

联系人：李亚丹 13976077158

家装课堂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3时50分 印完：4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劣质装修
常留的安全隐患

问题1 电线安装插座发热

电工在安装插座、开关和灯具时，不按施
工要求接线。尤其在消费者使用一些耗电量
较大的热水器、空调等电器时，造成开关、插
座发热甚至烧毁，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损
失。

提醒：在施工中监督电工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进行施工，在所有开关、插座安装完毕后，一
定要看看这些部位是否有发热现象。

问题2 铺贴问题瓷砖脱落

铺贴墙地砖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工序。
如果偷工减料的话，最容易出现瓷砖空鼓等问
题，铺贴瓷砖用的水泥和粘接剂也有讲究，如
果配比不合理也会出现脱落等问题。

提醒：《家庭居室装饰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要求，墙地砖铺贴应平整牢固、图案清晰、无污
垢和浆痕，表面色泽基本一致，接缝均匀、板块
无裂纹、掉角和缺棱，局部空鼓不得超总数的
5%。

问题3 墙面开槽墙体开裂

暗埋管线就必须在墙壁和地面上开槽，才
能将管线埋入。少数工人在进行开槽操作时野
蛮施工，不仅破坏了建筑承重结构，还有可能给
附近的其他管线造成损坏。

提醒：在施工之前，要和施工队长再次确认
一下管线的走向和位置。针对不同的墙体结
构，开槽的要求也不一样：房屋内的承重墙是不
允许开槽的，而带有保温层的墙体在开槽之后，
很容易在表面造成开裂，而在地面开槽，更要小
心不能破坏楼板，给楼下的住户造成麻烦。

问题4 地面找平或危害楼体

有些房屋的地面不够平整，在装修中需要
重新找平。如果工人不够细心或有意粗制滥
造，就会造成“越找越不平”的问题，而且施工中
使用的水泥砂浆还会大大增加地面荷载，给楼
体安全带来隐患。

提醒：在进行地面找平之前，必须先做好地
面的基底处理，然后用水泥砂浆进行地面找
平。在水泥干透之后，用专用的水平尺确定整
个地面的平整度，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施工。

问题5 电线套穿留下隐患

在家庭装修施工中，几乎所有电线都是穿
在PVC管中，暗埋在墙壁内。如果工人在操
作中不认真，会导致电线在管内扭结，造成用
电隐患。如果工人有意偷工减料，就会使用带
接头的电线或将几股电线套穿在同一根PVC
管内。

提醒：安装完毕后要进行通电检验，让装饰
公司留下一张“管线图”。当电工刚刚把电线埋
进墙壁时，就可把这些墙壁编上号码并画出平
面图，接着用笔画出电线的走向及具体位置，注
明上距楼板、下离地面及邻近墙面的方位，特别
应标明管线的接头位置，这样一旦出现故障，马
上可查找线路位置。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拉动房产销量
树立房企品牌

房展会本身就是传递信息，起到
连接房源信息与购房者需求信息透明
对接的纽带作用。参展商通过宣传图
册、播放宣传片、展示样板间等宣传方
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营销方式，第一时
间、最近距离向刚需购房者传输现房、
期房信息。

另外，对参展商而言，除了能在房
展会上订立大笔成交订单之外，更深
远的是意义在于抓住树立品牌形象的
契机。

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
表示，从多年房展会的发展来看，房
展会交易平台的功能逐步弱化，“以
价换量”的销售策略也逐步降低，房
展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创新品
牌新形象上，通过一系列商业品牌活
动，增强影响力和知名度，提高企业
的美誉度和品牌价值，让房企品牌形
象走入购房者内心，用品牌增强购房
者信心。

据了解，海南闽庄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已经多次参加北京房展，今
年北京春季房展现场取得了销售10
套的好业绩，这次表示要登岛看房的
客户也不少。

“闽庄园地产在北京积累了一定
客户群，每次来北京参展，一些老客户
都会带新客户来看房，房展结束后一

段时间，北京的客户会陆续来海南看
房，各房产项目销售量也会相应增
加。”闽庄园地产销售主管李小娜告诉
记者，北京房展对他们房产销售有明
显带动作用。

“海南是全国旅游度假、休闲养生
的理想之地，房地产市场一直备受各
界关注。”郑向东告诉记者，在历届北
京房展上，海南组团区域的人气一直
很旺，今年北京春季房展，海南的房产
销量位居首位。

“作为政府与房企、房地产行业
与其他行业、房企与房企之间沟通的
桥梁，三亚房地产业协会一直致力于
三亚房地产行业发展。”三亚房地产
业协会秘书长刘树国表示，当前，去
库存是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
一，借助房展会，把三亚一些房源集
中起来，组团走出去推介，加快商品
房的销售，也为三亚的财政收入做出
了贡献。

购房者节省成本
享受一站式服务

房展会对众多购房者而言，是整合
各城市零散房源信息、资源集中获得的
聚集地。购房者可以一站式获得几乎
涵盖多个市区的房源信息，为其省去四
处找房源、全城跑售楼处看房选房的奔
波之苦，节省大量的时间、空间成本。

另外，在房展中，房产供应商齐聚
一起，集中展示宣传，有利于房产企业
间形成充分有序的竞争，让资源更趋
于合理化配置。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
机制，购房者现场的比对，房产业内人
士间的交流和学习，促使房产开发商
更加重视楼盘质量和软环境建设，进
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使房地产
业形成良性循环发展，促进房地产业
健康合理发展。

“我们带来的300多份礼品全部

发放完了，看房者只要签订购房合同，
交一定的购房订金，我们就免费送三
天两晚的保亭生态之旅。”海南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18°花园项目工作人
员冯女士身着黎族服装，十分引人注
目，她耐心地向前来咨询的看房者讲
解保亭的环境、项目的区位和特色，她
们推出的各种优惠活动带来了不少购
房意向客户。

“海南10年前就开始组团参加北
京房展，在历届北京房展会中，海南都
是国内板块中体量最大的组成部分之
一。北京秋季房展上，海南、海口、三
亚三大组团强势登陆，近百个精品楼
盘积极参与，海南参展项目规模再扩
盘，成为本次房展的最大看点。”郑向
东告诉记者，海南这种抱团参展的形
式，有利于节约参展成本，而且能够形
成气势，提高公信力，方便观展市民全
方面了解海南房产，满足不同层次购
房者的购房需求。

展示城市新形象
提高城市美誉度

只有对这座城市多一些了解，才会
慢慢喜欢她，爱上她，最后选择到这里
居住……40多年前，一首《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唱遍祖国大江南北，五指
山伴随着这首动人歌曲名闻天下，家喻
户晓。然而，五指山在哪里呢？那里到
底有什么特色？岛外很多人并不知晓。

近几年来，五指山市多次组织房
产企业到岛外开展城市形象及旅游地
产营销，每到一个城市推介，都会先播
放五指山市城市形象宣传片，让当地
市民对五指山独特的气候、优美的自
然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有所了解。

为了让岛外购房者了解陵水黎族
自治县的最新发展，全面展示陵水的新
交通、新产业、新文化、新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宣传良好的人居环境，从2012
年起，陵水连续5年举办城市营销全国
巡展活动，其“慢调度假”“宜居之城”的
形象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了“珍珠海
岸 美丽陵水”城市形象的知名度。

“海南参展的房产企业在推介项
目时，先会推介海南的优势资源，如优
越的气候，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丰富
的旅游资源等。”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每年都会组织各市县房产
企业到岛外推介，提高海南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从而进一步增强海南房产
对购房者的吸引力。

9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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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建材家具生活广场建成
开业，并实现开业商家全面入
驻。据了解，项目是国家重大
物流工程包项目，同时也列入
了《海南“十三五”现代物流业
发展发展实施方案》，2015年
开展的全省“百日大会战”重
点项目。喜盈门项目作为海
口建材、家具超大主题商业综
合体，将在提升海口商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商业模式
及推动海澄文一体化、琼北省
会经济圈商业消费升级上，发
挥重要作用。

喜盈门是海南以建材、家
具为主题的超大型商业综合
体，可提供 10000 个工作岗
位，年营业额20多亿，年上缴
税收3亿-5亿元，对于拉动全
省经济GDP具有重大意义。
喜盈门作为海南第一个整合
中高端建材家具品牌的高端
主题综合体，也是海南融合了
建材、家具、美食、艺术品、儿
童游乐五大精准业态的“最生
活、最家居”的商业综合体。9
月28日，一座超大体量的新
型主题商业综合体闪耀登场，
给海南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
生活新风尚，海口商业格局即
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据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
事长邢诒川介绍，喜盈门（海
口）国际建材家具广场作为海
南建材家具行业的先驱者，喜
盈门突破传统商业运营模式，

向“互联网+休闲体验式”的线
上线下O2O一站式服务全新
商业模式寻求突破，采用情景
化展示、体验式购物的模式，
朝着“个性化、主题化、体验
式”方向靠近，对购物环境、功
能布局、产品展示方式、建筑
结构、配套服务方面进行全方
位革新，首创五大主题商业广
场：国际建材广场、国际家具
广场、儿童游乐广场、美食休
闲广场、艺术品广场，为海南
人民呈现超五星级的购物环
境、国际国内一线名品和最优
质的售后服务，以其“互联网+
休闲体验式”的升级商业模式
给消费者带来完美的细节体
验，众多大牌共同助力喜盈
门，将给海南人民带来更多生
活品质上的改变，享受更高端
更全面的生活方式和定制化
服务。

由于喜盈门（海口）国际
建材家具生活广场的引领，海
口“南部新城”板块，已初步形
成了五大购物中心商业，总面
积高达170多万平方米，业内
分析已超越海口目前的大商
圈——国贸商圈商业面积总
和的3倍，将成为海澄文一体
化、省会经济圈和全省新的商
业中心。

在海南生活性服务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过程中，作
为品牌化、规模化龙头企业，
喜盈门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的
生活服务需求，书写新的发展
篇章。

喜盈门（海口）国际建材
家具生活广场开业商家入驻

以建材、家具为主题的超大型商业
综合体，将推动海南区域消费转型升级

作为“民生房企”的领跑者，恒大地
产始终坚持服务于民、惠利于民。在深
耕中国房地产行业20年、为数以万计的
家庭提供了多种类型的优质建筑产品与
服务，恒大地产在海口打造138万㎡都荟
综合体——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为海
口人民打造省会城市的缤纷生活。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在省会的4万
亩湿地公园10000/㎡负氧离子簇拥处，
以57万方皇家欧陆风景园林的景观优越，
倾情荟造恒大·公园里，定制逾45万方多
功能私属配套，成就集商业综合体、大型
商务集群风情酒店、温泉馆于一体都荟大
城。以一座休闲度假都荟综合体的缤纷，
满足所有业主对园林栖居生活的想象。

以超低的容积率，扩充百种珍稀热带

绿植，此间的建筑，仿佛从园林生长出来一
般。以超宽楼间距，营造错落式的楼间布
局，使得小区内楼间距无限放大，让每一个
房间都有最佳的采光、通风和观景效果。
每个卧室配备飘窗，室外绿色植物和蜿蜒
水系相映成趣，为给业主营造舒适惬意的
生活环境。

专门设立工程施工监督部门、质量
监察部门。在施工、建材、装修等每一道
工艺与材料环节，全程把控施工质量，尽
最大努力保证每一户房子尽善尽美。

以6000道工序奠定精工标准，从规划
到设计，从建造到服务，在产品的每个环节
都秉承着注重细节、追求精致的态度，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更以9A豪装的严苛标准，
不遗余力地保障产品的质量，无论从哪一

方面，都经得住业主和大众的检验。
特邀国际知名物管金碧物业，定制

白金级尊贵专属享受，将国际领先的管
理理念注入到日常生活中，以英式管家
的贴心，为业主提供360°温馨服务，确
保每一位业主生活无忧、居住舒适，让每
一位业主每天都拥有一份好心情。

引爆黄金周，抢国庆特惠8.2折，最
高优惠43万元。恒大·公园里稀世洋房
精奢样板间耀世登场，现火爆认筹中。
214㎡湖畔别墅同步璀璨入世。老业主
介绍亲友购房，亲友可享额外98折，老业
主可获2%奖励或免5年物业费。

尊享热线：0898-3666 5333
项目地址：海口市迎宾大道恒大文

化旅游城营销中心

旅居典范，满意才是硬道理

9月21日，“2016中国房地产企业品
牌价值测评成果发布会暨房地产品牌价值
高峰论坛”在厦门举行。会上发布了《2016
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研究报告》
及2016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品牌价值50
强、各区域10强、商业地产品牌10强、物业
管理企业品牌价值50强、供应商品牌系列
5强等榜单。其中，中海地产、恒大和万科
分别以519.06亿元、392.62亿元和382.53
亿元品牌价值，蝉联2016中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品牌价值排行榜前三强。
中海地产继续实施“精耕细作，品牌

经营”的方针，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准确
判断市场变化，凭借灵活创新的营销策
略，实现销售额1806.3亿港元，同比增长
35.7%。集团收入同比增长 6.9%至
1480.7亿港元。

恒大集团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
势，进一步巩固房地产主业基础，凭借强
大的执行力优化项目布局，年内实现合

同 销 售 额 2013.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1%。同时，集团足球、文化产业相继
登陆资本市场，形成了以房地产为核心、
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万科围绕“城市配套服务商”的战略
定位，在夯实核心业务的基础上，不断丰
富产品服务体系。年内，对长租公寓、社
区营地教育、养老机构、产业地产等新业
务持续探索，不断提升了企业品牌竞争
力。

2016中国房企品牌价值50强揭晓

中海、恒大、万科蝉联前三强

树房企品牌 显城市魅力

房展激活“1+N”多重效益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一次展会可以了解几十个房产项目，有海景房、河景房，也有山区热带雨林房，房价从每平方米
4000元左右到每平方米几万元不等，可选择的余地很大，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在刚刚闭幕的2016北京
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上，汪大爷携老伴从山东济南专程来北京房展会现场，他们几乎逛遍了整个海南
组团展馆。

自199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快车道，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最典型的一个现
象就是“展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地不同类型、规模不一的房地产交易展示会越来越火爆，对房地产市
场的推动作用也愈加凸显。

楼•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