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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装修风那些事
中式装修风格并不是中式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

将现代元素与传统元素相结合，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
空间。

◆色彩
中式装修的整体装饰色彩偏向黑、白、红，多数

会体现在家具的颜色上，色彩浓重偏成熟。
◆材料
装修大多使用木质材料，采用独特的木结构或穿

斗式结构，体现人们返璞归真的生活追求。
◆空间层次
室内多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方式，讲究空间的层次

感，多用隔窗、屏风来分割室内空间，实现空间的功
能分区。例如，在需要隔绝视线的地方使用屏风或
窗棂。

◆软装装饰
室内多选用条案、屏风、博古架、太妃椅等家具，

同时也会用精致的字画、古玩、卷轴、盆景或工艺品
来加以点缀。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理想的
家，作为身体与心灵的港湾，在繁华
的尘世中栖息。

●畅享省会城市优质资源

恒大美丽沙选址海口海甸岛北
部，南接城市地标世纪大桥，业主可
畅享省会城市优质资源和“滨海都市
生活圈”。

●完善的社区配套

社区内多处设置了儿童活动区、
健身场地，为业主打造丰富多彩的滨
海休闲会所，无论是日常运动还是周
末娱乐，皆能满足居者所需。海南华
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已建成）、海口市

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已建成）、
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已建成）进驻
为邻，为孩子未来发展助力。

●宜居生态环境

恒大美丽沙在不破坏原有海岸

生态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修建十里滨
海长廊（建设中），打造美丽沙音乐广
场，让人们感受风的吹拂、海的耳语。

●装下梦想的空间

恒大美丽沙用心筑造家的每个

角落。南北通透的全明空间，让阳
光倾洒舒适生活；合理分区、人性化
多套房设计，让生活从容有序；阔绰
家庭空间、超宽景观阳台，全面提升
居住品质，让家庭成员畅享天伦之
乐。

一处百分家，一生理想家。恒
大美丽沙，为美好理想家而来。目
前，建筑面积约277—343㎡岛屿别
墅，建筑面积约266—270㎡叠拼别
墅，恭迎品鉴。

投资方：中国恒大集团；开发
商：新世界中国地产(海口)有限公
司；预售证号：[2019]海房预字
（0035）号。

（广文）

6月12日，琼海富达美广场招商
启动暨2号楼荣耀开盘活动举行，大
地影院、麦当劳、广百家超市、文博书
店等品牌有关人士，媒体代表、业主
和市民参加。

上午9点，活动正式开始。大地
影院、广百家超市、文博书店等品牌
商家有关负责人在活动现场与富达
美广场有关负责人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随后，2号楼荣耀开盘，74—703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超值书香旺铺
吸引众多投资者选购。

富达美广场受到热捧的原因是投
资者对广场所在区域的价值认同，以及
其丰富的产品形态和科学合理的业态
规划。富达美广场是琼海目前规模较
大的主题式商业中心，主题商业体量达
3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整个项目总
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

富达美广场位于琼海市金海北路，
紧邻海桂学校。富达美广场将打造集
学生城、特色美食街、时尚购物街、休闲
娱乐城、商务酒店及创享空间于一体的
主题式商业新中心。通过本次活动，富
达美广场再次向外界展现了其“宜居、宜
业、宜学、宜投资”的发展定位。（广文）

琼海富达美广场
招商正式启动
2号楼荣耀开盘

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稳步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数据

显示，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完成11.21万辆和10.44万辆，比上年

同期增长16.91%和1.8%，新能源汽

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

据中汽协行业信息部主任助理李

虹介绍，今年1至5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达1023.7万辆和1026.59万辆，同

比下降13.01%和12.95%。其中，乘

用车产销837.94万辆和839.87万辆，

同比下降15.56%和15.17%；商用车

产销185.76万辆和186.72万辆，产量

同比增长0.67%，销量下降1.3%。1

至5月，我国汽车产销同比继续下降，

降幅比1至4月略有扩大。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完成47.98万辆

和46.45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46%

和41.51%。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完

成37.99万辆和36.09万辆，同比增长

51.99%和 44.07%；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产销完成9.93万辆和10.3万辆，

同比增长26.4%和32.7%。

李虹表示，下半年，随着符合国六

标准的车型不断增加，以及减税降费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的持续显现，

特别是6月初3部门联合印发《推动

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

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将

为乘用车市场带来相对积极的作用，

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 （据新华社电）

上海将在其汽车产业中心嘉
定，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氢能
港”，建设产业集聚区，年产值目标
达500亿元，形成氢燃料电池汽车
全产业链体系。

记者从最新发布的上海嘉定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聚区规划
和相关产业发展意见中获悉，上
海嘉定正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氢
能产业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打造

“氢能港”。此次规划的氢燃料电
池汽车产业集聚区，位于嘉定安
亭镇环同济片区，规划范围 2.15
平方公里。目前已初步具备氢
能、燃料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平台、燃料电池汽车以及基础设
施等较为完整的全生态产业配套
要素。根据目标，到2025年，嘉定
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年
产值将突破500亿元。

具有清洁环保、可再生特点的
氢能，被视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
清洁能源之一。国家明确将大力
发展氢燃料汽车，到2030年全国
将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200
万辆的目标。上海嘉定区区长陆
方舟表示，嘉定将全力支持氢燃料
电池汽车技术、研发、示范、应用和
产业化的率先突破，抢占新能源汽
车产业制高点。

上海嘉定在加大产业集聚的
同时，将引导设立氢燃料电池汽
车专项基金，健全金融服务体
系。目前，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
始签约布局：同济大学联合上海
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等业
内有影响力的单位共同发起建立
新能源汽车研发与转化功能性平
台；中石化旗下的氢麟（上海）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嘉定投建的2
座加氢站，将是长三角区域第一
批先进的油氢合建站，年内嘉定
的加氢站点将达到 6 个以上，形
成多模式加氢网络，成为长三角
地区乃至全国布局最领先的区域

之一。
此前，围绕燃料电池汽车项

目，上汽集团已累计投入超过10亿
元，掌握了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
电控、整车集成、整车验证的开发
能力，完成了200型燃料电池系统
三款燃料电池汽车的开发，带动了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的建
设。“氢车熟路”示范运营项目有
285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奔跑在嘉
定，为京东等电商企业进行物流业
务的配套；嘉定公交有6辆燃料电
池城市客车于去年上路，成为上海
市的示范运营线路。

（据新华社电）

今年，高考季遇上端午节，
举家出行、家长陪考等把民宿市
场推向又一高潮，新兴的共享住
宿高速增长势头不减。

端午节与高考撞车，不少陪
考家长选择民宿入住。因为同
等价位的民宿居住空间较大，
可 以 做 饭 ，更 有 利 于 考 生 休
息 。 据 了 解 ，高 考 前 ，北 京 四
中、北师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上
地中学、人大附中等附近民宿
大多售罄。

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国 共 享 经 济 发 展 年 度 报 告
（2019）》，2015 至 2018 年，我国
出行、住宿、餐饮共享经济新业
态对行业增长拉动作用分别为
1.6、2.1 和 1.6 个百分点。2018
年全国共享住宿业交易额 165
亿元，同比增长37.5%，占全部住
宿业客房收入的 6.1%；参与者
1.3 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超过
400万人。但目前我国民宿业的
行业渗透率仅2.5%，相比于英国

的 37%，国内民宿市场未来五年
有 6 至 8 倍增长空间，预计 2023
年行业渗透率将达15%。

斯维登集团董事长兼 CEO
罗军以数据说明了民宿业高增长
势态：截至今年5月，斯维登民宿
覆盖超过 280 个目的地，有 1200
多个房地产项目合作及42600多

位签约业主，房间数超过 50000
套，1100 多个在营门店，网络点
评大多4.8分以上，成为亚洲最大
的公寓便宿管理机构之一，实现
民宿、公寓、别墅、客栈等非标住
宿业态连锁化品牌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存量
房之外，我国农村闲置住宅规模

同样可观。罗军说，农村闲置住
宅资源也可以通过共享得到保
护利用。随着城镇化进程，空心
村增多，农村宅基地空置率高
企，通过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共享使用增值空间大，还能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促进农民增
收。 （据新华社电）

我国共享住宿业高速增长

恒大美丽沙：城市理想生活典范

豪华B级SUV
红旗HS5上市

5 月 26 日，一汽红旗首款豪华 B 级 SUV——

HS5海南区域上市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公司有关负

责人、业内专家、媒体代表及众多车主参加。

红旗HS5是继红旗H5、H7后推出的全新旗舰

车型，以强大的产品力，出色的技术实力为中国豪

华B级 SUV市场树立新标杆。红旗HS5共推出 5

个车型，全国统一售价为18.38万元—24.98万元。

红旗 HS5 搭载第三代自主研发的 2.0T 发动

机，凝聚了红旗最领先的技术及最先进的设计

理念。车身上的镀铬装饰条等细节，设计灵感

来自中国古代建筑的屋脊飞檐。此外，动态流

水转向灯、双色门把手等细节设计让红旗 HS5

质感更出色。

红旗HS5配置手机无线充电、手机远程控制及

手机智能泊车等功能，拥有车道偏离监测系统、盲点

监测系统、前碰预警系统和主动紧急制动系统等。

新时代、新红旗、新梦想、新征程。一汽红旗将

与广大合作伙伴、社会各界人士携手开创美好明

天！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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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嘉定打造“氢能港”
形成氢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体系

仅20%左右的汽车4S店可提
供应急服务，包修期内救援收费是
较为普遍的现象……记者从中国
市场学会服务质量专业委员会了
解到，该机构近日暗访发现，一些
汽车4S店的应急服务与《家用汽车
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
的相关要求相差甚远，汽车售后服
务的质量亟待提升。

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六条，在
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
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或严重安全
性能故障而不能安全行驶或者无
法行驶的，应当提供电话咨询修
理服务；电话咨询服务无法解决
的，应当开展现场修理服务，并承

担合理的车辆拖运费。该《规定》
第十八条规定，在包修期内，消费
者凭三包凭证由修理者免费修理
（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

中国市场学会服务质量专业委
员会对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
阳、长春等6个城市8个汽车品牌进
行电话暗访发现，暗访测评的48个
4S店只有10个能按规定提供救援
服务，仅占20.8%。中国市场学会
服务质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敬凯
表示，4S店救援服务违规收费成为
普遍现象。其中，不少4S店置国家
规定于不顾，在汽车包修期变相收
取救援费和汽车加油费、过桥费。

暗访还发现，一些4S店给出多
种理由不提供应急服务：有的称工作
人员已下班不能及时赶到，有的称司
机不是本地人对路线不熟悉，还有的
将责任推给保险公司。一些4S店服

务不规范，主要表现为救援服务标准
不统一，有的晚上不提供救援服务，
有的没有救援车，有的客服电话无人
接听，还有的找不到救援人员。

李敬凯说，《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对救援
服务的要求突出“急”字，4S店应保
障救援用车，救援应快速反应，此
外应严厉制止违规收费。

（据新华社电）

相关机构暗访发现：

汽车4S店仅两成可提供应急服务

北京市建成
12个智慧小区
记者从北京市智能建筑协会了解

到，自2017年北京市开始推进智慧小区
建设、把高科技信息技术应用于小区管
理以来，目前已经建成12个智慧小区。

据介绍，智慧小区是指充分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
应用，从与小区相关的法律法规、物业
信息、物业服务等方面，为小区居民提
供现代化和智慧化的生活环境。

目前，北京市已经搭建“北京市智
慧小区服务平台”。针对物业公司需
求，服务平台开发了物业设备管理运
维系统，可对每台设备运行情况进行
实时监测。业主通过下载服务平台
APP，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手机开门、物
业报修、物业通知、物业缴费等各类生
活问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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