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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热点
近日，中国（海南）汽车人高

层峰会暨2019中国汽车金椰奖
颁奖盛典在海口举行，全国30多
家汽车主机厂负责人、20多家主
流汽车媒体负责人和相关业内人
士参加。

活动中，与会人员展开思想
碰撞，共同研判车市风向，探讨发
展之道。在第一场论坛中，来自
众泰新能源、江淮新能源、华人运
通、威马汽车、天际汽车的相关负
责人进行讨论；在第二场论坛中，
来自吉利汽车、海马汽车、斯威汽
车、领克汽车、小灵狗出行的相关
负责人围绕海南的出行市场进行
了深入探讨。

在颁奖盛典上，38个奖项由
有关媒体负责人一一揭晓。获奖
者中，既有表现优异的传统燃油

车企和产品，也有异军突起的造
车新势力和科研新成果，还有在
出行服务行业表现突出的产品和
企业。

据主办方有关人士介绍，中
国（海南）汽车人高层峰会暨中国
汽车金椰奖评选活动，将助推汽
车行业健康良性发展，给消费者
提供更理性、更客观的购车和用
车选择。 （广文）

3月 16日，吉利嘉际在海口
上市，共有11款车型。作为专为
年轻家庭打造的精品MPV，吉利
嘉际以“MPV变革者”的姿态，树
立了家用MPV细分市场新标杆。

吉利嘉际搭载ICC智能领航
系统、博世全自动泊车系统、
RCW后碰撞预警功能、RCTA倒
车侧向辅助功能等17项智能驾驶
黑科技。车辆搭载的ICC智能领
航系统，由全速ACC自适应巡航
控制系统和LKA车道保持辅助系
统融合升级而成，可在城市道路、
高速公路等多场景下通过车距控
制、车速调节、转向调整等，让驾
驶更简单，操控更便捷，出行更轻
松。同时，博世全自动泊车系统

可自动搜索车位，一键操作即能
实现垂直泊入、水平泊入和水平
泊出。

吉 利 嘉 际 可 提 供 1.5TD
PHEV、1.5TD MHEV、1.8TD自
动挡传统燃油动力、1.5TD手动挡
传统燃油动力4种动力组合。（广
文）

中国（海南）汽车人高层峰会举行

“汽车人”论剑椰城

吉利嘉际海口上市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 2月
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显示，2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
稳定。

数据显示，2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
格均现环比上涨，但环比增幅并未扩大。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达到
57 个，较上月少 1 个，最高增幅为西宁的
2.3%；下跌的城市有9个，比上个月多1个，
最大跌幅为岳阳和泉州的0.4%；4个城市持
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
解读称，2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下降0.2%，上海和
广州分别上涨0.3%和1.1%，深圳持平。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涨0.7%，涨幅连续三个月相同。35个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2月份，
楼市受春节因素影响交易趋于寡淡，因此房
价水平基本保持平稳。

从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
比涨幅均持续扩大。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9个，比上个月多1
个；其中，西安、呼和浩特、大理和贵阳分别
以24.2%、23%、21.4%和20.5%的同比涨幅
领涨全国。70个城市中，仅厦门房价未涨，
与去年同期持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1%，涨幅比
上年同月扩大0.8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0%和
11.1%，涨幅比上年同月分别扩大0.4和 0.1
个百分点。

严跃进称，各线城市房价水平普遍高于
去年同期水平，其原因是过去几个月环比增
幅数据相对偏高。“2018年四季度开始，部分
城市高价楼盘密集入市，在1-2月份集中办
理网签推升了当月的价格数据。”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从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西部商品房销
售面积上涨幅度远超过全国平均涨幅，二三
线城市仍是房价上涨的集中区域。

（据新华社电）

反对过度装饰，
“少即是多”

近年来，繁复的色彩、厚重的装饰，渐渐淡出
人们的装修视野。“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反对
过度装饰，不再以华而不实的装饰为设计重点，
而是专注于装修的实用性。

回归简约的装修设计手法越来越被人们所
推崇，“装饰少、功能多”符合许多现代人渴求简
单生活的心理。优雅宁静、简洁明快的设计风
格，诠释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理念。

“少即是多”，不会让你觉得空洞无物，在装
修处理手法上主张流动空间的概念。设计不是
元素的堆砌，而是一场建筑材料与室内空间的

“亲密对话”。
在装修时，要符合“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

每个细小的局部和装饰都要深思熟虑，在施工上
力求精益求精。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家装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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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海口这座曾经
的滨海小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华灯初上，椰城韵味浓，林立的高楼
和婆娑树影相映成趣。此刻若能身居高
阁，伴着拂面微风一览此景，夫复何求？
永昌雅居带您尊享“入则宁静，出则繁
华”的高品质生活。

永昌雅居位于海口滨江新城，比邻三
角梅公园、南渡江带状公园及双创广场，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小区住户提供了优越
的生活环境。业主们可以在公园中游览，
感受绿意盎然和诗情画意。

永昌雅居南北通透的楼层朝向和
三种优化功能分区的房型设计，为住
户提供了更多个性化选择空间。

永昌雅居由5栋建筑组成，每栋均为
21层，每层2梯6户。每层均有三种房
型：93㎡（套内面积）的三室一厅、82㎡
（套内面积）的两室一厅和78㎡（套内面
积）的两室一厅。93㎡（套内面积）的户
型方正简约，是功能分区合理、空间利用
率高的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朝南大阳台
采光通透，为住户提供温馨舒适的居住
环境。82㎡（套内面积）的户型设计为两
室一厅一厨一卫，空间布局合理，住户可
以一揽江景，是采光度高、不可多得的精
致小户型江景房。78㎡（套内面积）的户

型，设计特色突出，布局为两室一厅一厨
一卫，拥有大飘窗设计的卧室和个性化
设计的入户花园走廊。漫步走廊中可以
俯瞰小区花园里的一草一木，让居住者
能更近距离感受鸟语花香、绿意盎然。

永昌雅居的绿化设计也是小区一
大亮点内容。该小区拥有荷花池和海
枣树等特色南方树木，住户置身其中
仿佛位于静谧优雅的世外桃源，“雅
居”之名名副其实。

在海南省会城市海口，永昌雅居不
仅能满足您对休憩之所的宁静需求，还

能满足您对现代化繁华都市的周边配
套需求。除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外，该项
目还具有便捷的交通优势，业主通过城
市主干道新大洲大道、椰海大道、滨江
路就可以很快抵达国兴商圈和城南商
圈。项目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拥有学
校、医院、超市等配套设施。该项目户
型方正，拥有优秀的采光、宽敞的阳台
设计，已吸引众多客户选购。

永昌雅居为您打造“入则宁静，出则
繁华”的优质住所，优雅别致的小户型江
景房将赢得您的青睐。 （广文）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蔚蓝的深
海。在三亚的海天之间，我们与椰风
为伴，看潮起潮落。

经过多年发展，三亚早已从一
个边陲小镇变成国际滨海旅游大都
市。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站在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历史节点上，三亚不忘初心，
乘势而进，奋力书写建设国际化热
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壮丽篇章。

迎宾路是三亚的门户，也是三亚
未来的特色商圈集聚区。经过多年的
改造和发展，三亚迎宾路目前已经成
为炙手可热的地段。

海南银行三亚分行、浦发银行三
亚分行分别入驻迎宾路阳光金融广场
和中信南航大厦，并与附近的中信银

行三亚分行等银行机构，形成迎宾路
“金融街”。三亚迎宾路将成为白领聚
集地。商务办公楼的崛起，将让迎宾
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亚恒大御府坐拥迎宾路核心地
段，距三亚凤凰机场约15公里、解放路
约5公里，便利的交通网络让业主出行
畅通无阻。此外，三亚恒大御府附近
还拥有多家幼儿园、小学、中学，湿地
公园，城市商务综合体。

三亚恒大御府连接大东海、三亚
湾、解放路三大繁荣商圈。项目拥有
约10000㎡风情商业街，约11000㎡
地下商城，让你足不出户，便可享受领
略都市繁华。约9061㎡的恒大影城，
让您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大片。

暖春三月，助力安家，恒大“全员营销
月大优惠”来了。老业主恒房通推荐成交

可赚2%现金，购房客户可享额外95折。
建筑面积约85㎡的临水雅居两

房，动静分离设计科学，全明户型。建
筑面积约91—108㎡的三房，以精工品
质和人性化设计，满足居者对居住空
间的要求。

多重选择，多种户型布局，三亚恒
大御府打造精致空间，全明通透，方正
格局，书写格调生活。 （广文）

三亚恒大御府：定格人居新高度

永昌雅居：入则宁静，出则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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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一汽丰田卡罗拉双擎
E+正式登陆中国市场，共推出先锋
版、领先版、豪华版、旗舰版4款车
型，补贴后售价区间为18.98—21.28
万元。作为丰田在华首款新能源车
型，卡罗拉双擎E+将展现产品与价
格的双重竞争优势。

卡罗拉双擎E+采用插电式混合
动力设计，专用充电桩只需3小时即

可充满电。车辆同时也支持家用电
源充电，用户无需依赖专用充电桩。

在动力系统升级的基础上，卡罗
拉双擎E+将品质融入每个细节。新
增天际蓝配色、高级棕色内饰，可进
一步满足用户的审美需求。车内后
排空间宽敞，让后排乘客的出行体验
更舒适。

据了解，用户购买卡罗拉双擎

E+，可享国家补贴，免购置税、车船
税等。车辆保养成本与卡罗拉双擎
车型相当。 （广文）

近来各大汽车厂家、4S店推出
各种金融服务，汽车销售市场火爆。
然而，在汽车消费与金融服务结合
后，各类消费纠纷时有发生。广东省
消委会近日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谨慎
选择各类汽车金融消费服务。

2018年10月，消费者刘先生在
某品牌汽车专营店以分期付款的方
式预订了一辆汽车，先后支付了定
金和首付款，并签订了正式的购车
合同。随后商家表示，刘先生无法
办理银行按揭，只能以租赁合同的
形式通过金融机构办理贷款，要求
刘先生签署一份汽车租赁合同。刘
先生认为租赁合同与初始购车合同
不符，要求对方退回所有款项，但遭
到拒绝。

广东省消委会表示，汽车金融消
费问题频现，商家往往在金融产品上

“大作文章”。部分商家偷换利息和
手续费的概念，混淆利率计算方法，
推销各种所谓“优惠”的金融产品；部
分商家故意隐瞒以租代购的分期付
款模式，或者以低利息、无条件提前
还款、所有权无风险等承诺诱导消费
者选择以租代购模式，实际却与其承
诺严重不符。

对此，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首先，
对于利率和手续费的计算方法要仔
细算账，对于高风险的以租代购模式

务必谨慎选择；其次，如果消费者决
定接受商家的金融服务，要签订正规
的书面合同，双方商定与金融服务相
关的重要信息或者口头承诺都要在
合同上详细注明，且消费者有权要求

商家对相关的金融术语、利率计算方
法等内容进行明确说明或者解释；最
后，注意留存合同、录音、视频等重要
证据，便于发生纠纷时认定相关责
任。 （据新华社电）

卡罗拉双擎E+上市

买车竟然变租车

分期付款购车藏猫腻

汽车维修养护需警惕价格误导

陕西省近日公布2018年度消费环境指数，在
十六个行业消费环境指数中，汽车销售与维修行业
排名最低。消费者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车辆维修、养
护费用方面。

陕西省消协称，价格误导的情况主要有以下
情况：一是在家用汽车维修过程中，部分维修机构
巧立名目，收取高额工时费、材料费；二是部分维
修机构存在“没病小修，小病大修”问题；三是部分
维修机构“以次充好”，将质量低劣的配件包装为
所谓“原装进口配件”，导致车辆维修保养的费用
增加而维修质量下降；四是部分维修机构在保养
过程中对家用汽车无须更换的配件进行强制更
换，存在过度保养行为。

陕西省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加强对陕西省汽车
维修与保养行业的监管，严厉查处违规经营企业。同
时，陕西省消协提醒，消费者应保留好相关消费凭证，
出现消费纠纷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日前，长安CS85 COUPE在海口上市，四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13.69—16.99万元。长安汽车为用户购买
CS85 COUPE提供6000元置换补贴、基础流量终身
免费、24期0利率以及定制专属精品等四重礼包。

作为一款中型SUV，CS85 COUPE拥有宽敞
空间。车辆全系搭载蓝鲸2.0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
大功率233马力，起步时稍微轻点油门就能达到最
大扭矩输出。与蓝鲸2.0T涡轮增压发动机相匹配
的是爱信第三代8挡手自一体变速箱，可提供4种
驾驶模式，车辆百公里加速时间和综合油耗的表现
十分出色。

CS85 COUPE全系标配ESP以及胎压监测等
基础安全配置，让消费者出行更安心。车辆搭载的
多媒体智能系统，让导航、电话、天窗、空调等功能都
可以通过语音控制，无需手动调节。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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