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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举行的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给我们带来
了一场关于家的设计大餐。欣赏大牌创意与创新
的同时，也能借此捕捉到当下的家居趋势。

天然材质的简约风
天然材质越来越受到各大家具品牌的青睐。

舒适的家具、简洁明亮的空间、自然质朴的装饰成
为很多人偏爱的风格。

崇尚自然风的绿植
将植物融入家居环境，满眼的清新绿色不但

能成功地吸引人们的视线，还能给人带来心旷神
怡的好心情。

别具张力的色彩诠释
本届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上，丰富的色调诠

释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从沙发、扶手椅等大件
家具到地毯、床品、靠垫等织物，在色彩运用上都
别具张力，令人印象深刻。SELETTI带来的橘红
背景板色彩浓烈夸张，大胆前卫的金色调壁灯、镜
子、收纳架等非常炫酷，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用黄铜与石材提升格调
以黄铜色调为代表的金属色系和大理石等石

材元素正逐渐成为当下家居设计的宠儿。在此次
巴黎时尚家居展上，不少品牌都融入了这两种元
素。有着天然纹路的大理石等石材，在各大品牌
的创意设计下被赋予了新意义，再搭配上黄铜元
素，可以轻松打造一个时尚现代的居家风格。

丰富时尚的家居配饰
家居配饰是让家居气氛活跃起来的重要因

素，有了这些配饰才让家的血肉更丰满。色彩丰
富的布艺窗帘、精致的瓷器餐具、小巧可爱的摆件
饰品等，都能让家更富有个性和气质。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1月18日，北汽新能源旗下绿
色智能共享出行平台“轻享出行”在
三亚举行“生而共享，自在出行——
轻享生态战略联盟成立暨三亚开城
仪式”，此举标志着“轻享出行”正式
进驻三亚市场。

“轻享出行”首批在三亚投入
300台高品质运营车辆，并将陆续增
加至800台；首批分两期开通48个
运营服务网点，全面覆盖三亚的高
端商业、酒店、社区、旅游景区、高
铁、机场等地，为人们旅游出行带来
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提供分时租
赁、夜租、日租、周末租、周租等多元
化产品模式，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
化出行需求。未来，该平台将立足
三亚，全面布局海南，计划投入
5000台新能源车用于运营服务。

“共享一部车，轻享一座城”，
“轻享出行”进入三亚市场，根据当
地旅游城市的特点，建立吃、住、行、
购、乐的旅游矩阵，与游客集中的酒
店、社区、商业、景区、机场、高铁签
订战略合作，让游客一到达目的地
就有车辆供给，一出酒店就能看到

“轻享出行”的网点，满足用户随时
随地的用车需求。

“轻享出行”是北汽新能源旗下绿
色智能共享出行平台。自上线以来，
该平台实现了多项技术与模式的创
新，业务模式已全面覆盖B2C私人出
行、B2B商务出行、B2G公务出行、
B2T旅游出行等服务领域。截至
2017年底，该平台已覆盖北京、三亚、
潍坊、泰州、沧州、广州、重庆、成都、青
岛、西安、兰州、天津12个城市。

“轻享出行”此次入驻三亚市

场，首批投放 200 辆高品质车型
EX260和100台电动汽车LITE，为
用户带来富有乐趣的驾驶体验。作
为公共交通的有效补充，该平台采
用“分时租赁+分布式网点”的形式，
搭载互联网化工具，为游客带来免
押金租车、随租随用、灵活取还、自
由自驾的出行方案，在三亚试运营
一个月来好评如潮。

（广文）

1月28日晚，海口碧桂园感恩
一周年“笑赢2018”德云社烧饼、
曹鹤阳相声专场活动在海口举行，
为广大业主和市民献上一场欢乐
盛宴。

本次活动专门邀请了海口志愿
者协会工作人员参加，让他们近距
离感受相声艺术的精彩。这是活动
主办方碧桂园·海南区域践行公益、
回馈社会的一项具体举措。

本场活动精彩亮点频出，爆笑
段子嗨翻全场，妙语连珠的相声表
演获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德
云社青年演员曹鹤阳出场后，让现
场观众欢乐不断。活动现场“半分
钟一次掌声，一分钟一个笑点”，笑
点不断，欢乐不停。精彩的表演让
不少观众笑出眼泪的同时感受到节
目背后的柔软温情。

海口碧桂园邀请新老业主共同

参加此次活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
能听到原汁原味的德云社经典相
声！此外，本次活动还为海口碧桂
园业主准备了多重豪礼。

2018年，碧桂园海南区域将全
面布局海口，坚持“给您一个五星级
的家”，匠心打造碧桂园剑桥郡、碧桂
园翡翠湖等多个精品项目，礼献海
口，给更多业主带来高品质体验，敬
请期待！ （广文）

海口碧桂园邀请新老业主听相声

在“房住不炒”原则指导下，“租
赁”成为2018年住房政策关键词，各
地政府、开发企业、金融机构等纷纷
发力，求解“租购并举”大课题。

要让“租房也是品质生活”“长租
即长住、长住即安家”的住房新理念
从“骨感”到“丰满”，当前仍然面临房
源偏少、市场不规范等瓶颈。对此，
融通有无、配置资源的金融体系，除
了提供贷款还能做些什么？

近日，中国银行联合八家全国性
房地产企业在上海签订住房租赁市
场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中行同时
与上海相关部门及地方国企在租赁
住房（人才公寓）金融服务领域合作，
开启首单面向引进人才的住房租赁
综合服务。

去年以来，在“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的指导下，国有大行全面发力抢滩
住房租赁市场。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从2017年11月初建设银行进军住房
租赁市场起，五大国有银行与多省市
签署了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意向性授信总额超过万亿元。

多家银行表示，将一方面支持新
增优质租赁住房供给项目，另一方面
配合企业收购、改建大中型城市闲置
和低效利用的国有厂房、商业办公用
房等存量物业，对租赁住房企业提供

用于收购、改造、装修等的授信业务
支持，同时围绕住房租赁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融资服务。

“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银
行也亟待实现传统的‘开发为主’‘按
揭为主’转向‘租购并举’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直击住房租赁市场痛点难
点，全面构筑住房租赁金融服务新生

态。”中国银行副行长任德奇说。
除了提供贷款，培育租赁市场银

行还能做些什么？
中民普惠社区金融研究院发布

的《房屋租赁市场全景图2017》称，未
来十年房屋租赁市场规模增量空间
将达3万亿元。但由于租房市场制度
不完善、房屋信息不对称、服务和管

理不规范、租借双方权利义务不清晰
等问题，当前租房市场尤其是存量房
屋资源并没有被完全唤醒和激活。

“要让租房也成为品质生活，必
须解决这些痛点，重塑产业链条。”中
国银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杨益民说。

针对租房市场管理无序问题，杨
益民表示，中国银行将发挥海外运营

经验，引进来自新加坡、美国等全球
知名运营商的管理模式，提供市场
化、标准化的租赁运营和租后管理。

针对租金负担较重问题，杨益民
说，住房租赁个人端金融服务不仅是
租金贷款，还可以通过租金分期、租
金保理、租金保证金管理、信用免押、
诚信积分等，改变“付三押一”等行业
惯例，让消费者可以更灵活、更低成
本地支付房租。

针对公积金不能付租金问题，建设
银行上海市分行与房地产经纪行业协
会合作，配合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支
持首批14家租赁企业开展公积金“冲
还租”扩大试点，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
减轻公积金缴存职工住房压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家银行正与
相关部门合作，加大筹措房源力度。
2017年底，建行北京分行联合北京保
障房中心、首开集团、金融街控股等
机构共同推出了1500多套“CCB建
融家园”房源。

让数据多跑路、租客少跑腿。中
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和华说，
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求才若渴但
居住成本高昂，中行聚焦人才公寓，
未来在人房验证、居住证办理、教育、
医疗等问题上，将引入战略合作伙伴
来提高综合化的服务。

（据新华社）

金融机构纷纷发力

让租房安居从“骨感”到“丰满”

捕捉2018家居潮流

埃及亚历山大省客运局与中国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在亚历山
大签署订购15台K9纯电动公交车
的订单协议，成为埃及首个电动公交
车订单。

中国驻埃及使馆经商处公使衔
参赞韩兵在仪式上说，近年来中埃两
国政府和企业在高技术商用领域合
作频繁。亚历山大政府从中国引进
电动公交车，成为引领埃及新能源车
应用的城市。期望两国在更多高端

领域加强往来。
比亚迪中东非洲汽车销售事业

部总经理黄志学告诉记者，此次15
台电动公交车只是初步运营，等市场
检验后会投放更多车辆。未来比亚
迪在埃及的发展目标是通过电动巴
士、电动出租车、“云轨”等产品，将公
交电动化、立体化解决方案带入埃
及，希望借此解决当地交通拥堵和污
染问题，助力当地新能源交通应用及
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

埃及首个电动公交车订单
“花落”比亚迪

近日，中国广汽集团在古巴首都
哈瓦那为自主品牌广汽传祺举行交
车仪式，正式进入古巴市场。此次交
接的新车包括60辆高端旗舰轿车
GA8和30辆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GS4。

广汽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广
汽传祺）总经理助理傅锦海说，为满
足古巴汽车租赁市场对高端品牌的
需求，广汽传祺首次进入古巴，这
90辆车为广汽传祺与古巴旅游部
今后进一步合作打开了前景广阔的
大门。

据了解，广汽传祺是古巴引进的
第一款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古巴之前
已引进7款中外合资品牌汽车。桑
切斯说，古巴旅游运输集团从2012
年开始引入中国产汽车，市场接纳度
不断提高，目前该集团麾下的8500
辆车中，中国车占60％至65％。

古巴旅游部发展处主任何塞·丹
尼尔说，古巴与广汽传祺的合作表明
两国旅游车辆合作已步入巩固阶段，
目前古巴旅游业运营的客车和轿车
中近七成来自中国。

（据新华社）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进入古巴市场

交通运输部：

无人驾驶技术规范
正在研究起草

在近日举行的国新办“四好农村路”建设和交
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小鹏表示，无人驾驶技术将给交通运输发
展带来广阔前景，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积极推动
科技研究，目前正在编制规划，研究起草技术规范。

李小鹏说，无人驾驶技术汇集了包括现代通
信、网络、制造、新能源等一系列的现代技术，是一
个融合体。在自动驾驶船、自动轨道交通方面已
经有了突破和应用，在汽车自动驾驶方面也正在
研究。

李小鹏表示，无人驾驶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还
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研发、测试实验。目前，交
通运输部正在建设测试基地，和有关部门共同研
究制定路上测试的相关政策指导文件。下一步，
将和有关部门共同积极而稳妥地推动这项技术的
发展进步。

有专家认为，自动驾驶可以提高驾驶的安全
性，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使得交通运输更加环
保、服务质量和乘坐体验更好。

（据新华社）

在融创博鳌金湾，融创以居住者
品质需求为导向，在这片天清风柔、
水澄沙软之地，造就海岸美好生活。

山海构筑理想栖居生活。在融
创博鳌金湾临海筑居，通过人与自
然的对话，让居住者感受别样的海
居生活。

融创博鳌金湾通过街巷式的布
局，将空间分散在一座座小型独栋住
宅与内院中，同时又以连廊进行局部
衔接，使得看似分散的空间布局形成
一个整体，远望仿若置于海天之间。

融创博鳌金湾云墅以匠心打
造与自然交融的场景之美，在户型
格局上更注重私享空间。客厅、餐
厅、厨房等比较热闹的场所，被安
置在一层的公共空间，主卧、次卧
则集中于二楼这个风光旖旎的私
享休闲观景空间中。在小院之间，
以颇具海洋特色风情的浪漫休闲
区作为点缀，让所有热带滨海园林
场景一览无余。

在融创博鳌金湾，约80亩滨海
幸福农场，可以让人体验农作之乐；

人们可以在海上运动中心尽情冲
浪，开展帆船、潜水、摩托艇、香蕉船
等运动；在金湾会馆尊享湾主食堂、
多功能棋牌室、恒温泳池、无边际泳
池、KTV中，业主可以尽情放松舒
展心情。

融创博鳌金湾，将海居生活、人
文理想与旅居情怀融为一体。秉承
融创对海南人居环境的创新理念，
人们可以在海天之间云下的院子里
感受诗意的滨海度假生活。

（广文）

融创博鳌金湾 造就海岸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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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享出行”入驻三亚市场
首批投入300台高品质车辆

中民普惠社区金融
研究院发布的《房屋租
赁市场全景图 2017》
称，未来十年房屋租赁
市场规模增量空间将达

3万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7年11月初建设银行
进军住房租赁市场起，五
大国有银行与多省市签
署了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战略合作协议，意
向性授信总额超
过万亿元。

记者近日从武汉市房管局获悉，
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已原则
同意武汉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
住房试点实施方案。未来，武汉将有
一批集体租赁住房投入市场运营。

依据方案，武汉将在东湖高新区、
江夏区、黄陂区、蔡甸区四个区先行开
展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成功运营一
批集体租赁住房项目，完善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规则，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为构建
武汉市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

支撑。
根据方案规划，2018年6月底前，

武汉将完成试点项目立项、规划、用地、
建设等批准程序，9月底前启动集体租
赁住房建设。2019年6月底前，完成试
点项目主体、配套设施的工程建设和装
修装饰，完成项目竣工验收。2019年9
月底前，试点项目租赁住房投入市场运
营。随后，在先期试点项目不断完善的
基础上，陆续启动其他试点项目，逐步
在全市推开。

（据新华社）

武汉将开展集体用地建租赁房试点

近期，绿色智能共享出行平台——“轻享出行”进入三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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