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注重线条的装饰，摒弃了传统家具较为复

显得更加清新优雅。材质上不单单继承了原

用的材质，在经过融合之后形成的新中式风

是 一 种 与 时 俱 进 的 发展理念和典雅、唯

装修合同中，装饰公司应与消费者约定施工
时限、施工质量、保修期限、费用结算、违约责任
等内容。因施工质量问题或者装饰公司提供的材
料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需要返工的，装饰公司
应当免费返工。业主签装修合同时，需注明保修
条款。

装饰装修工程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两年。有
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间和外墙的防渗期为五
年。 保修期自装饰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计算。信誉良好的装修公司，会主动提出三年甚
至更长的保修期。

装修保修针对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1.施工质量缺陷，如开裂变形、漏水渗水等。
2.由于施工操作不规范，导致使用过程中出现

故障、损坏，如跳闸短路等。
3.家庭使用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坏，

如搬家时的磕碰等。
如果出现前两种情况，应由装饰公司无偿进行

返修；第三种情况也应由装饰公司负责修补，但业主
应支付相应的材料费和人工费。

装修结束后，业主要记得向装修公司索要装修
保修单、管线电路图和相关产品的保修卡。装修
合同也是保修的依据，记得长期保留。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前8月房企到位资金突破10万亿
房地产信贷和外资融资渠道凸显收紧趋势

亚奥北辰 幸会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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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的海南，山青海碧，日
暖风轻。在这个美好的季节，“亚奥
北辰 幸会海南”北辰实业2018年海
南品牌发布会于9月28日下午在海
航希尔顿酒店举行，北辰地产海南首
发力作——“北辰府”正式和海南人
民见面。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之际，众多企业响应号召，纷纷跨越
山海来到海南。作为国企，北辰将
高端产品“府”系引入海南。

北辰实业诞生于1990年，是中
国复合地产品牌企业、国内首家房地
产A+H股上市公司，旗下涵盖北辰

地产和北辰会展两大核心主营业务。
北辰地产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少

有的全产品线开发企业，目前已布
局全国十四个重点区域城市，为十
余万家庭提供北辰服务。

北辰会展作为北辰实业的另一
项核心业务，多次承办国际首脑会
议，如 2014APEC 领导人会议、
2016杭州G20峰会、“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其服务获得
了众多贵宾的高度赞扬。

如今，海南与北辰正值芳华之
年。北辰将以国匠之精神投入到海
南的开发和建设中。

北辰地产在海南首个落地项目
——“北辰府”，将回归居住的初心，
引入“北辰会展”国宾级的服务标
准，满足人们对居住的需求。经过
一年多的匠心打造，“北辰府”目前
已初露峥嵘。

未来，北辰实业将以海口“北辰
府”项目为基点，发挥首都国企的资源
优势，依托自身的会议会展产业以及
新兴探索的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健康
养老、汽车贸易产业，实现多业务全链
态的延伸，为海南发展添砖加瓦。北
辰的面纱，在9月28日品牌发布会上
揭开，让我们拭目以待。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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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比亚迪汽车秦Pro
上市，提供燃油、双模、纯电三种动
力系统。此外，秦Pro DM开发者
版、秦Pro EV500开发者版也同步
问世。

比亚迪创造性地推出了BNA
架构。比亚迪BNA架构由国际化
的全擎全动力智造平台、引领智能
AI科技的智联平台、开放车机硬件
的自动驾驶平台以及领先全球的新
能源平台构筑，将成为“高阶智能汽
车孵化器”。

在比亚迪BNA架构赋能下，秦
Pro为乐于探索、享受生活的“探新
乐活族”带来了越级出行体验。
1837毫米超宽车身、2718毫米超长

轴距给消费者带来“动感、科技、豪
华”的享受。

作为全球首款搭载“比亚迪
D++开放生态”的车型，秦 Pro 连
接开发者、产品、用户和社会，赋能
未来智慧出行生态，拥有人工智能
语音交互系统、360°高清全景影
像系统、PM2.5绿净系统等高端配
置。

秦 Pro 为消费者提供燃油、
双模、纯电三种不同动力系统，
可以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让高
效强劲动力带来超强的动感体
验。

针对燃油、双模、纯电三种不
同系统的车型，比亚迪国际化造

车团队分别为车辆调校出相匹配
的悬挂特性，以满足用户兼顾操
控与舒适的驾乘诉求。秦 Pro 燃
油版，搭载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
和 1.5TI 涡轮增压发动机，经济、
平顺、稳健；秦Pro DM采用全面
进化的第三代DM技术，百公里加
速时间仅为5.9 秒，综合工况下纯
电续航可达 80公里，综合百公里
油耗低至 1L；得益于高能量密度
的大容量电池和最新电池智能温
控管理系统，秦 Pro EV500 纯电
里程高达 500 公里，30 分钟可充
电至 80%，单日最长行驶里程可
超过800公里。

（广文） 9 月 25 日，东风日产在海南举
办“2018轩逸之夜暨轩逸·纯电上市
发布会”，轩逸·纯电的官方指导价
为 24.3 万—25.4 万元，综合补贴后
售价 15.9 万—16.6 万元。同时，针
对新生代智趣家庭对智能科技的升
级需求，东风日产还特别推出了
2019款轩逸，官方指导价为11.9万
—16.15万元。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日产
智行科技的魅力，除了极具诚意的价
格外，东风日产还为轩逸·纯电的用
户提供2年0息、3年15%低首付或
最低日供66元的购车金融政策。置
换用户最高可享5000元补贴的置换
礼。

作为日产智行科技落地中国的首
款战略车型，轩逸·纯电是全球纯电销
售冠军LEAF聆风和轩逸强强联合的
结晶。轩逸·纯电搭载日产全球领先
的EV技术，与LEAF聆风同平台研
发，核心技术一脉相承。

在购车政策上，轩逸·纯电为消费
者在金融、置换等方面提供了多重购
车好礼：

好礼一：金融礼。贷款购车用户

将享有2年0息的“零”压力购车方案，
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最具吸引力的3
年期首付低至 15%的低门槛金融政
策，或每日仅66元的超低负担按揭方
案；

好礼二：置换礼。针对置换购车
用户，限购城市消费者可享受5000元
置换补贴，而非限购城市消费者可享
受3000元置换补贴；

好礼三：提供10年免基础智联服
务流量；

好礼四：最低 7 折的尊享保养服
务。

在保修承诺上，根据评估车
况，东风日产轩逸·纯电为消费者
提供 3年 12 万公里整车保修、8年
12 万公里电动车关键零部件质量
保修、8年 20万公里电池衰减保修
服务；在充电服务上，为购车用户
提供一键查询充电桩、免费赠送及
安装充电桩、24 小时紧急救援等
周全的充电服务，确保每位车主都
能享受无忧出行体验；在保值回购
上，东风日产将根据评估车况提供
3年不高于55%残值回购的服务政
策。 （广文）

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快速增长，带动汽车金融蓬
勃发展。最新数据说明，万亿级汽车金融市场释放
的诱人机会，则吸引着融资租赁业的目光。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
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2901.5万辆和2887.9万辆，
连续9年蝉联全球第一。

汽车产销量增长对汽车金融形成明显的带动效
应。《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称，2017年汽车信贷规模
或超万亿元。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则在其发布的
《2017年中国汽车金融报告》中预测，未来几年中国
汽车金融市场规模将保持25.7%的年复合增长率，
至2020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

万亿级汽车金融市场释放出诱人的机会，吸引
着相关行业的目光，其中也包括了将汽车作为重要
拓展领域的融资租赁业。

平安租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蔚豪表示，自
2015年起，平安租赁通过“以租代购”创新模式正式
布局汽车金融。乘用车金融业务板块中的对公业
务、零售业务及经营性租赁业务陆续从零起步，
2016年初步成型并于2017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目前，汽车金融C端业务每月超2万笔，二手车评估
量超3万台，审批端单笔3秒就可以出结果。

大幅降低购车门槛的“以租代购”，不仅受到新
一代消费群体青睐，也为融资租赁公司在汽车金融
大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零壹智库等机构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7年融资租赁车辆达到150万辆，较上
年增长2/3，融资租赁公司在汽车金融市场中的份
额也从上年的7%提升至11%。

近年来，包括腾讯、京东、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以
及中国平安等金融企业在内，各路资本纷纷涌入汽
车融资租赁市场。不过，在整体市场占有率稳步提
升的同时，汽车融资租赁行业也呈现发展失衡的现
象，特别是一些中小规模租赁公司面临资金不稳定、
信用额度受限等“痛点”。

今年4月零壹智库联合平安租赁发布的《中国
汽车融资租赁发展报告2017》认为，中国汽车市场
规模达数万亿元之巨，但汽车金融39%和融资租赁
3%的渗透率与欧美等发达市场存在较大差距。

在业界看来，未来伴随资本持续进入，中国汽车
金融市场将进一步释放潜能。龙头公司着力打造行
业生态圈，则有望为汽车融资租赁市场营造良性发
展环境。 （据新华社电）

比亚迪秦Pro上市
■燃油版7.98万—11.58万元
■DM（双模）版综合补贴后14.99万—17.69万元
■EV（纯电）版综合补贴后16.99万—18.99万元

日产轩逸·纯电炫酷来袭
补贴后售价15.9万—16.6万元 万亿级汽车金融市场

吸引融资租赁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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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
位资金虽然突破10万亿元，但房地
产信贷和外资融资渠道已凸显收
紧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至8
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06682亿元。其中，国内贷款、利
用外资和个人按揭贷款均同比下
降。如国内贷款15783亿元，下降
6.6%；个人按揭贷款15605亿元，下
降1.0%；利用外资仅35亿元，大幅
下降68.3%。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和易居研究
院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8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
评研究报告》显示，在楼市调控持
续加码和房地产开发贷款政策收紧
的影响下，行业普遍面临融资难、
土地获取难的问题，竞争日趋激
烈。2018年房地产行业业绩进一
步分化，在品牌房企业绩、土储双
创新高的同时，多数中小企业却发
展困难。行业并购频繁，市场资源
向大型品牌房企集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支撑房企
资金主要靠开发商自筹、以及卖房的
定金及预收款。其中，房企自筹资金
34959亿元，增长11.2%；定金及预
收款35447亿元，增长15.1%。

测评报告警示，随着房企规模
之争日益激烈以及市场集中度不
断提升，行业长期规模化发展下存
在的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安全事
故、房屋质量问题频发，企业负债
高企、行业市盈率低等问题推高了
行业风险。品牌房企将通过加速
并购争夺资源，积极开拓多元业务
发展；部分中小型房企则逐步缩减

房产业务或加速转型。
这份发布于“2018中国房地产

企业品牌价值高峰论坛暨房企品牌
价值测评成果发布会”上的报告认
为，绝对的规模化增长模式将逐渐
无法适应行业环境，有质量的、稳健
增长越来越成为行业需要，更多品
牌房企将谋求规模、速度与质量的
平衡。未来，房企新的增长模式将
逐渐转变，精细化、专业化、高质量
的增长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多元
战略之下，行业转型明显，房企正面
临从开发到运营和服务的角色之
变。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