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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课堂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2月11日下午，记者在位于海口
市碧海大道的半岛蓝湾售楼中心看
到，不大的接待客厅被一拨又一拨的
看房人塞得满满的，接待桌上横七竖
八地放着客人用过的一次性水杯，工
作人员忙得无暇收拾。

“春节前就这样了，春节后这周开
始又迎来了看房买房的高峰期。”销售
人员罗女士说。

据了解，春节前，位于海口市椰海
大道的碧桂园在开盘当日，所有房子
全部售罄；位于海口湾的保利中央海
岸的两房户型也十分抢手。

据房天下海南平台数据监控中心

数据显示，2016年海口商品房总成交
套数约为6万套，同比2015年上涨
39.22%。自8月份起，连续5个月实
现环比上涨，12月达到了全年的月度
峰值 6654 套。去年总成交面积为
500 多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金额
499.83亿元，同比增长53.23%。三亚
市商品房销售面积146万平方米，增

长45.4%。数据显示，除了海口、三
亚，其他受岛外购房者青睐的市县主
要为陵水、万宁、琼海等东部市县。

“每年春节前后本就是海南楼市
销售旺季，尤其是春节前，我们在岛外
几个城市做了精准营销，让岛外购房
者看房选房的行程多样化，旅游看房
同步进行。”位于盈滨半岛的某商品房

项目营销负责人说。
“每到下半年，海南都会遇到和往

年一样的旺季，这对海南而言是一种
常态，但是去年冬天好像房地产市场
更火爆。”海南省房地产中介协会相关
负责人说，不过从全国市场来看，海南
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稳中有进”的局
面，这种局面有望在今年上半年持续。

“偶尔过来住，肯定是度假，这
样毫无疑问，要买海边的房。”谢宏
宇说，这对于很多省外人来说都是
想买海景房。但买海景房有几个
问题需要注意：首先海景房不能靠
海太近，否则海风的盐分太重，对
家具腐蚀性很强。如果长时间居
住，房子离海还是稍微远些，否则
下雨天或者浪大的时候，会觉得四

周都是黏乎乎的潮湿。另外，买海
景房要注意晚上呆会，听海浪的声
音有多大，如果一个晚上能听到海
浪的拍岸声，对睡眠不太好的人影
响较大。

“老人居住，一定要综合考虑
生活、交通、医疗等问题。”记者
走访的多名业内人士都这样建
议。据介绍，老人既然过来养

老，就一定要考虑生活的舒适和
便捷性。这就不得不关注几个
因素：生活是否方便，买菜是否
在他们活动的范围内；医疗，是
不是附近就有救急的地方，最好
不超过 3 公里；交通，一旦有紧
急事，是不是能最快到海南的主
要城市；娱乐，是否有老人活动
场所等。

春节前后再现看房买房高峰

海南楼市迎来

1.房款什么时候能收
到，付款方式要写清楚（全款
或者贷款）。

2.交易产生的税费如
何支付，由哪一方承担（净
拿还是各付等等）。

3.房屋的附属品，比如
家电家具，是否包含在房款
里面还是空房出售，要体现
在合同或者附件里面，以免
交房时说不清。

走出中式装修误区
在居室布满中式元素，也许是为了收藏岁

月的痕迹。也许是为了表达对东方文化的信
仰。原木色泽，细致做工，再加上古色古香，这
一切无不构成了淳厚的中国韵味。而每一件
中式家具就像一首经典的老歌。在每一个流
动的音符中都蕴涵深深的韵味，只有细细品
味，才能悟出一些哲理来，但是如果材质、线
条、色彩搭配不到位，很容易收到相反的效
果。为了更符合居住的要求，选择恰当的中式
家具点缀中式元素，才能让居室散发古雅而清
新的魅力。

中式装修的几大误区：
全部中式化：很多人会认为，既然是中式装

修，就应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全部中式。但是
往往在装修结束后发现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古
色古香，相反会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所以在
装修的过程中要适当地融入现代元素。例如可
以安云石灯或者水晶灯，甚至彩色玻璃拼接的
灯。怎么搭才协调？首先是材质，木质家具要
搭羊毛纯棉等自然材质。其次，风格相似色彩
协调，比如，不必把罗汉床的垫子做成丝绸面
的，可以找些纯色的棉麻面料。

只讲究款式，不注重木材好坏：常常看到一
个杂木箱子和一套紫光檀的家具放在一起。这
样也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没有充分考虑舒适性：例如对于罗汉床作
为沙发，除非在上面加羊毛垫或者海绵垫，不然
慎选。所以，在购买家具或装饰品的时候一定
要充分考虑舒适性的问题。

没有考虑到实用性：许多人在装修的时候
觉得既然是中式装修就要把什么古物都搬进
家。但是，中式书架衣柜箱子等不符合现在使
用习惯的家具，可以考虑摒弃。

临海、傍湖、亲水，在长寿乡
里的颐养胜地，一个悠雅舒适的
家，这一切都不是梦。海南恒大
御景湾，41万㎡欧陆风情建筑，
园区内宅前绿地、欧式园林景观
小品、亭台水榭交相辉映，意趣
盎然，推窗即享丰富多元的绿色
空间，将海居度假生活理念完美
体现。周边配套成熟，海南省会
展中心，海胆剧场，国家帆船训
练港等众多资源汇聚，举步间的
繁华不言而喻，让你的生活更缤
纷。

湖畔、大海、园林，大自然的一
切，让生活鲜活得自然而然。海南
恒大御景湾充分利用地域特征，在
宝岛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上，
打造原生态的滨海生活，并缀以充
满新意的欧式园林，许你一个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的养生居。

高绿化率如同深山天然氧吧，

呼吸之间，负氧离子带来更多健康
的享受，绿色，让生活更自然；以豪
华手笔缔造园区内的人工大湖。
让湖离生活更近。一杯茶，一卷
书，一份悠然心态，闲情在湖畔，享
湖风轻送的惬意。立于阳台休闲
或倚着卧室飘窗，俯瞰绝美海景，
极目可见不远处水面折射着阳光
金光点点，如梦似幻。

沿着海口西海岸旖旎的风光
一路向前，不多久便到了海口久负
盛名的盈滨半岛度假区。盈滨半
岛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被海口市政府纳
入“东优西拓”计划重点开发，度假
配套十分丰富，并以其独特的内外
双湾区造就了“海口后花园”的美
誉。

海南恒大御景湾恰好位于海
口西海岸延长线盈滨半岛度假区
之上，雄踞海口新行政板块，以其

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性价比及养生
度假的生活理念精心打造359亩
度假生活社区，项目内41万平米
低密度陆欧风情新古典主义风格
建筑，以及10万平米优雅欧式园
林，并设有大型商业街、健身养生
休闲会所等配套设施，集衣食住
行、旅游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
城。

新年换新房优惠提前享

多年的建设，恒大御景湾用
品质和优雅的居住环境赢得了广
大购房者的信赖和支持。现新品
荣耀加推，48-112㎡（建筑面积）
湖景美宅，推窗揽绿，最高优惠
15万，全系户型由设计师操刀，
格局方正采光通透，主卧飘窗设
计享空间阔景。

咨询热线：0898-31639999

暖春新品 最高优惠15万元
——四载醇熟社区10万平方米欧陆实景园林

白墙黛瓦，绿树成荫。绿城中式
院墅大成之作，桃李春风样板区的优
雅绽放，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日前，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交集团”）考察团一行莅临海口绿
城·桃李春风项目考察并交流工作，该
项目中式庭院筑造的精细化，景观设
计的考究，院落与自然巧妙的结合，还
有源自于绿城的细节服务，得到了考
察团的一致好评。

在得知样板区仅用90天便精筑
而成之后，考察团对项目团队纷纷表
示了高度的肯定，只有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才有如此高水准的呈现。

考察期间，考察团多次提及海南
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环境优势，并表达
了中交集团对于海南未来的高度信
心。他说，近年来，中交集团也于海南

多处落子，未来中交集团还将在海南
继续创造更多理想人居条件的诚意之
作。

据了解，于2017年1月21日正式
对外开放的绿城中式院墅区——桃李
春风，位于海口市云龙镇，周边交通便
捷，毗邻机场。项目内环境优美，有3
万㎡的内湖公园，外靠福地陶公山，南
渡江。附近有高尔夫球场、冯小刚电
影公社、奥特莱斯、学校医院等配套。

绿城，作为一个理想生活综合服
务商，仍坚持不断地自我超越。桃李
春风项目秉持此精神，用臻于至善的
产品力，不断给予业内和客户全新的
中式别墅体验感。对于海口乃至整个
海南，绿城不仅仅带来了优质的人居
理念，更是体现了其自身助力城市共
同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容朝虹）

海口绿城·桃李春风项目
树优质人居理念

听业内人说
买房经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如此火爆的购房景象，那么对于购房者
来说应从哪些方面决定买什么房，买在哪
里？买房的过程中，购房者有哪些问题应该
考虑呢？

从业多年的海南掌房网销售总监谢宏宇
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些建议。

二手房买卖
注意哪些问题？

1.产权是否清晰有无债务纠
纷。

2.签订买卖合同时，确认是
不是产权人到场签字，如果是代
理人，是否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
委托书。

3.如果通过中介公司交易，中
介费是否符合市场的收费标准，
中介公司收取的中介费，都会有
公司开具票据，如果没有，属于个
人行为，可以直接拨打投诉电话。

小阳春

卖方卖房
需要注意的事项

买方买房
需要注意的事项

谢宏宇建议广大购房者买房
的区域选择一定不能忽视。首先
海南的房子定位于度假房产，要注
重度假养老的舒适性，区域片区位
置的选择并不重要。

海口、三亚现在城市很繁华，
但你要的并不是大繁华而是小舒
适。开发商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开
发商的规划和后续服务决定了小
区的舒适性，如果小区具有较好的
度假功能，必然也是保值的。同
时，买房离城市不要太远，离最近
的城市边缘也应当在5公里内。度
假也需要生活，配套和医院都是必
须的，城镇的形成有其百年历史，
凭开发商一己之力在一片没有城

市基础的沙滩、山谷、湖边建立一
个新的城镇而且有长久的人气，是
存在较大风险的。

最后，回归海南购房的本质：
气候和空气。要谨慎评估温泉、看
海、氧吧的要素是否被开发商有意
夸大而掩盖了其他本来存在的缺
陷。

位置是任何地域、任何楼盘升
值的重要砝码。因此，交通位置是
一定要考虑的。

谢宏宇说，如果是纯房产投资
的话，第一优先考虑买海边的房。
既然是投资，那就冒险一些，投入
大，回报也高，这里主要看开发商
的实力。

建议：区域选择要慎重

类型：度假型养老型购房

2017海南家博会
4月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郭萃）作为我省品牌家博会，
2017海南家居博览会将于4月21日-23日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同期举行海南
康养生活展及少数民族美食文化节等活动，引
进创新设计、技术、材料、工艺，促成家居行业交
流合作。

本届家博会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
创新办展模式，由中国人寿海南省分公司、海南
蓝色海岸会议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设立了“家居
展区A/C馆”和“康养生活及美食展区B馆及
户外展区”，整体突出家居智能、绿色、环保、养
生特色。目前，家居、装修、建材等企业商户参
展热情高，意向企业多达300多家，预计展览规
模将达到3万多平方米，展位约1700个。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三亚冬季房展吸引大批购房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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