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数月的倾力打造和精雕细
琢，12月17日，北辰集团海南首作
——海口北辰府项目营销中心面向公
众开放，海南各大主流媒体嘉宾及地产
界精英人士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北辰地产海口城市中心总经理
李昕和海南锦诚董事长王路在营销
中心开放仪式上致辞，并与嘉宾共同
为北辰府项目剪彩，这标志着北辰海
南开山之作、高端产品“府”系作品面
向市场开放。

进入北辰府营销中心，人们首
先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园林的曲径
流水之美，声、光、影交相辉映，喷
泉、流水、热带植被错落有致。该
中心以新中式景观风格为载体，把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融入现代景
观设计，去除繁琐与过度装饰，用
全新手法演绎现代建筑之美。

其次，北辰府营销中心，在传
统文化中提取“极简”主义设计理
念，融合现代建筑艺术，展现出简
洁明快的设计风格。下沉式茶座、
极简镜面建筑、热带风格飞檐……
这些特色内容都展示了现代设计
之美，让人们感受到灵动跳跃、美
不胜收的感官体验。

北辰府将中国传统“礼”文化融
入园林构筑和“国宾”服务中。位于
西海岸的营销中心，对这种传统

“礼”文化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呈现。
入口礼仪广场、文脉中轴、叠景花
园、接待前厅……这些设计让人们
切实感受到传统“礼”文化之美。

北辰府包括高层住宅、滨水别
墅、商业办公等全系业态，传续中
华建筑艺术的重檐屋顶，彰显端庄

优雅格调，楼体风帆造型源于世界
滨海城市上层美学特色，焕新海口
城市建筑风格。

北辰府包括运动康养、私家景
观、文化教育、街区商业四大主题内
容，配套1万平方米的Block商业街
区，包括精品超市、健身中心、艺术
广场等。此外，还配备专属幼儿园、
篮球场、景观泳池等休闲场所，以及
精心打造的景观步道。 （广文）

■■■■■ ■■■■■ ■■■■■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B08 房产周刊

汽车周刊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

广告
联系

林明岳 15109805678

广告
联系

李亚丹 13976077158

12月15日，“新驾享主义大7座SUV”马自
达CX-8在海口上市。

作为长安马自达首款7座旗舰SUV，CX-8
上市后，可以满足众多用户需求，为驾驶者带来
惊艳的驾乘体验。CX-8售价为25.88万元-
33.08万元，全系包括两款两驱车型、两款四驱
车型，可提供六种外观颜色、两种内饰颜色选
择。

造车如艺，观享入胜。马自达CX-8以“魂
动”为设计哲学，车辆侧车窗边缘饰以镀铬，与简
洁的车顶行李架相得益彰。车辆尾部造型精致
紧凑，威风凛然引人注目。

匠心臻选，奢享入胜，CX-8的座舱设计贯
彻“以人为本”的造车理念，营造出值得人们恒久
珍藏的奢享品质，其内饰设计堪称“低调的奢
华”，每一处细节均蕴含匠心考量。深色的整体
内饰自带典雅温馨的感官效果，专属Nappa真
皮材质，触之所及均是柔滑质感；专属调校音响
系统，为驾乘者带来殿堂级的感官体验。

智慧从容，安享入胜，CX-8 搭 载“i-
ACTIVSENSE马自达智能安全辅助系统”以及
兼具轻量化、高强度与安全性的“SKYACTIV-
BODY创驰蓝天车身”，帮助驾驶者准确识别危
险、避免碰撞与减轻损失，在确保出行安全的同
时，让驾驭更加轻松。

“观享”“奢享”“驾享”“安享”，凭着对“新驾
享主义”的深刻诠释，CX-8将成为7座SUV市
场2.0时代的开拓者。正如长安马自达汽车销售
分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王金海所言，“CX-8的上
市，将持续提升长安马自达‘特色精品’品牌形
象，吸引更多优质精英用户群体的关注，带领品
牌向更高层次迈进。”

万众瞩目的马自达CX-8上市后，将为每一
位品位不凡的时代精英开启“新驾享主义”的汽
车生活。 （广文）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
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一二三线
城市新房价格同比累计平均涨幅均
比去年同期回落，前期热度不减的
二三线城市环比涨幅则趋于稳定。

从环比来看，11月份，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达
到63个，较上月少2个，最高增幅
为呼和浩特的4.2%；下跌的城市有
5个——深圳、天津、金华、温州和
厦门，比上个月多1个，最大跌幅为
厦门的0.5%；宁波和广州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解读称，11月份，4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微涨0.3%，北
京和上海分别上涨0.6%和0.5%；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降幅则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31个二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比上月均有
回落。

从同比涨幅来看，一二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累计
平均涨幅均比去年同期回落。11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
城市有68个，比上个月多1个；厦
门和深圳2个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

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11

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平均同比微涨0.3%，涨幅比去年
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上涨0.7%，涨幅比去年同
期回落12.1个百分点。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热门地段发
现，由于新盘年底集中入市、市场可
选房源充足，购房者并不急于出手。

刘建伟表示，11月份，各地继
续坚持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强
化地方调控主体责任，房地产市场
整体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电）

以为办理的是车贷，没想到落入
“套路贷”——一起涉贷金额达9.37亿
元的案件，揭开了“套路贷”的新手
法。名为汽车销售公司，却从没卖过
一辆汽车、一个配件，都是以协助办理
贷款为名进行诈骗，甚至抢劫、敲诈勒
索。

掉进“套路贷”的“坑”

云南宣威市民包某想办个车贷周
转资金，没想到却掉入“套路贷”的“坑”。

2016年，在汽车销售商的推荐
下，包某将家里的一辆汽车作抵押，向
云南敦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贷
款。敦名公司杨某冒充银行工作人
员，到包某家中进行资质调查，并签订
多份空白贷款合同，还收取了800元
调查费。包某申请贷款7.46万元，但
敦名公司先行垫付给她的只有6.801
万元，工作人员称扣除了GPS安装费、
评估费、手续费及公司的利润返点。

此后，敦名公司以包某的名义向
贵州省某银行贵溪支行申请办理了一
张大额度授信信用卡。与敦名公司实
为同一家的贵州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在获取信用卡后，一次性将授信金额
8.03万元刷走，转至敦名公司账上。包
某向银行还款半年多后，仍未收到贷款
合同，就停止还款。2017年6月，包某
的丈夫被敦名公司的人围堵，人被打了
车也被抢走，还被要求一次性结清贷款
尾款并交纳8000元违约金、1万元上门
收车费、每天50元的停车费共计2万余
元，才能取回车辆。经警方介入后，包
某才最终拿到自己的车。

有类似遭遇的人在云南还有不少，
而且都与敦名公司直接相关。

曲靖市民陈某某2014年购买了
一辆路虎，与敦名公司口头约定贷款金
额为70万元。在陈某某不知情的情况
下，公司在空白合同上将贷款金额改为
76.6万元，并向银行申办了一张额度为
76.6万元的信用卡。但实际上，只有
67.395万元用于折抵贷款，其余9万余

元被公司以保证金、担保服务费、业务
代收等名目扣取。

敦名公司涉嫌诈骗、抢劫、敲诈勒索
等罪名，警方在该公司查获3589份存档
客户贷款资料、1069把非法扣押的客户
车辆钥匙及18辆客户车辆，公司财务数
据涉及客户4270人，涉案金额达9.37
亿元，违法犯罪所得4721万余元。

从蒙骗造假到抢劫敲诈

据调查，敦名公司成立于2013年
8月，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销售、二手车
交易等。但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卖
过一辆车、一个配件，实际经营的项
目是汽车按揭贷款和汽车抵押贷款。

据警方调查，该公司共有30名员
工，下设业务部、调查部、贷后部等部
门，分工明确。

业务部负责搜集客户信息。业
务部与各汽车销售商联系，客户一
旦在购车时表现出贷款意愿，一些
汽车销售员就会推荐其到敦名公司
办理。

调查部负责上门调查客户偿贷
能力并办理贷款所需资料。昆明市
公安局西山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李世剑介绍，敦名公司以资质审查为
名，谎称要经过银行审核再签合同，
蒙骗被害人签订空白合同，方便日后
随意填写，以各种名目增加贷款金
额。调查部同时负责给车辆安装
GPS、扣押客户《机动车登记证书》及
机动车钥匙。

文员部与证照部则负责制作一系
列假证以向银行套取贷款。这些证明和
证件包括虚假银行流水、结婚证、房产
证、收入证明等。警方在敦名公司查获

房产证12本、各类印章283枚。据该公
司员工交代，证件和印章均系伪造。

贷后部则负责对客户进行催收、
扣车、谈判、收取“违约金”等事宜。
办案民警黄劲松介绍，公司通常以被
害人逾期还款等为借口，在受害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将车辆开走扣押，甚至
强行抢车，要求受害人支付开车费、
保管费、违约金等，涉嫌敲诈勒索。

材料全套造假，
为何能从银行贷款？

记者调查发现，“套路贷”背后，
敦名公司与汽车销售商、银行之间形
成了利益链。

“为客户介绍敦名公司的大部分是
二级、三级经销商。”办案民警蔡晓松介
绍，每达成一笔贷款，汽车经销商能从
敦名公司拿到三四个点的回扣。据初
步调查，有十几家销售公司涉及其中。

据介绍，贵州省某银行贵溪支行
一直与敦名公司保持密切合作，多数
贷款都从这家银行流出。该银行在贷
款审批发放等方面存在明显漏洞。一
是不仔细审核申请资料，各种虚假资
料都能贷款。二是违反相关规定，不
是将信用卡寄给申请人本人，而是由
敦名公司领取，为其留下截留、划转款
项的空间。

“银行应当明知敦名公司的操作存
在问题，可能涉嫌共同犯罪。”李世剑说。

目前，警方已逮捕32人，移送检
察机关起诉37人，后续还将继续移送
审查起诉2人，提请批准逮捕1人，主
要涉及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
抢劫、敲诈勒索等罪名。由于被害人
数量巨大，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仍有
不少被害人陆续前往公安部门报案。

办案民警提醒，购车时应与银行
或者正规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认
真阅读合同，看清合同款项，不要签
订空白合同，并留底备查、按时还款；
发现车辆被拖后及时报警，不要私下
处理。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8年
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
售情况”显示，全国土地交易量价增速
连续3个月回落，房地产企业拿地日
趋理性。

数据显示，1-11月份，房地产开
发 企 业 土 地 购 置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14.3%，土地成交价款增长20.2%，增
速双双连续3个月回落。

“目前公开市场上，土地出让价格
已处于高位。调控之下，房地产市场
已明显降温、购房者回归理性，市场供
应不减，销售难度将持续提升。原来
开发商囤地坐等升值，等房价大涨后
出售套现的盈利模式已经玩不转了。”
旭辉控股董事长林中认为。

事实上，当前市场上已出现了不
少拿了高价地“赔本赚吆喝”的项
目。2016年领衔房价上涨的厦门，如
今商品房价格量价齐跌。在位于厦
门市翔安区的某大型房企开发的新
楼盘，售楼人员告诉记者，“该楼盘
2016年拿地，去配建后的楼面价是
37512元/平方米，现在高层95平方米
公寓售价36000元/平方米。市场观
望气氛浓厚，现在售房就是在赔本赚
吆喝，预计每套赔100万元，整个楼盘

将亏损5亿元。”
据介绍，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开

发商也不敢轻言拿地，在投资前会更
加审慎地做好前期市场调查和产品定
位。

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表示，目
前房企利润空间难以把握。“过去，房
地产企业获取土地的途径较为单一，
主要依赖在土地市场上通过竞拍的方
式拿地。但目前来看，大型房企多采
用并购的方式拿地。”

此外，还有一些房企通过整合资
源、降低拿地的综合成本。沪苏龙湖
负责人认为，通过发展地方政府所鼓
励的养老、产城融合等创新业务，帮助
当地拓展新兴产业空间，提升其综合
配套能级可降低获取土地资源的总成
本。

克而瑞战略顾问中心总经理高晓
伟认为，“通过打造产业或医养项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拿地价格；但
是产业、医养项目不可能通过传统的
销售回款方式获取利润。开发商必
须通过综合运作和后期良好运营，减
轻持有项目的沉淀成本，并使其持续
增值。”

（据新华社电）

电视背景墙
不是越大越好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装修电视背
景墙，但是一不小心就会走入误区。以下是一些
常见的误区：

误区一：追求大面积背景墙

背景墙不是越大越好，很多人一味追求大，
却忽略了背景墙和客厅的整体协调性。如果客
厅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背景墙面积达十平方
米，装修效果就会明显失调。

误区二：选材实用性欠佳

背景墙需要结合房屋所在地区、使用人群等
因素来设计。一些人选错材料后，不久就会面临
背景墙发霉、开裂等问题，影响房屋美观和使
用。有些人还可能买到甲醛、苯超标的材料，危
害身体健康。

误区三：灯光用太多

为了突出电视背景墙而刻意安装过多的灯
饰，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电视背景墙的灯光切忌
繁杂和亮度过高，尤其要避免电视墙的灯光照射
在电视和人的脸上。灯光照在电视上，会影响电
视图像原本的色彩饱和度；照在人的脸上，会干
扰您看电视的注意力，亮度过高则极易造成视力
疲劳。

误区四：忽略电视的散热需求

电视墙和电视机的距离也有讲究。为了更
有整体感，让电视机紧靠墙壁安装，会导致电视
开机后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排散。安装电视时，
最好与背景墙有5—10厘米的间隙。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北辰府营销中心开放

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趋稳

土地成交量价涨幅连续3月回落

房地产企业拿地日趋理性

涉贷金额9.37亿元

车贷何以变身“套路贷”？
“新驾享主义大7座SUV”
马自达CX-8海口上市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获悉，1至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105.35 万辆和 102.98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63.63%和
68%，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稳
步增长态势。

中汽协发布数据显示，1至11
月，我国汽车产销2532.52万辆和
2541.97 万辆，同比下降 2.59%和
1.65%。其中乘用车产销2147.41
万辆和 2147.84 万辆，同比下降
3.37%和2.77%；商用车产销385.10
万辆和 394.13 万辆，同比增长
1.97%和5%。

同时，1至11月，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保持稳健增长趋势。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0.66万
辆和79.09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50.30%和55.66%；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66 万辆和
23.8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30.27%和127.58%。

此外，1至11月中国品牌汽车
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为上汽、吉利、
长安、东风、北汽、长城、奇瑞、一汽、
广汽和比亚迪，十家企业共销售汽
车1042.35万辆，占中国品牌汽车
销售总量的81.55%。据了解，与上
年同期相比，吉利、奇瑞和比亚迪销
量呈两位数较快增长，上汽和广汽
增速略低，其他五家企业呈不同程
度下降。 （据新华社电）

前11月新能源汽车
产销稳步增长

上汽、吉利

长安、东风

北汽、长城

奇瑞、一汽

广汽、比亚迪

1至11月
中国品牌汽车销量排名

前十家企业

车·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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