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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课堂

做好墙面施工
给你一个“肤白貌美”的家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装修工艺

也越来越精细。在众多装修工序中，墙面施工的

处理不容忽视。

●墙面基层处理
清除底层污渍，对原墙白灰底进行铲除处

理，检查原墙是否有空鼓、开裂等情况。经过以

上处理与修复后，墙面会有更好的附着力。

●补缝处理
如果墙面平整度太差，可以用白水泥、复合

腻子粉、胶水或白乳胶、粘粉按比例掺和在一起

再修补一次。

●扇灰
扇灰时一定要用力均匀，装修师傅要非常有

耐心，用力不均可能导致结块，严重的话还可能

脱落。

●刮灰
第一遍刮灰干燥后，才能刮第二遍，否则容

易因为干燥而收缩，导致腻子层脱落。

●打磨
打磨包括手工打磨和机械打磨。先用手工

细细打磨，然后在油漆施工前再用机械打磨墙

面，保证墙面平整。

●刷漆
为了保证墙面光滑，装修师傅要严格把控面

漆的浓稀度，然后再多次涂刷。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消费升级大趋势下，我国商贸
行业步入新零售时代。越来越多的
线上零售商开始意识到线下拓展的
必要性。近年来，一些地产商也不
断加快探索和布局，推动“人、货、
场”等商业要素的重构。

新零售时代到来
去年以来，新零售开始成为热

词，阿里、京东、苏宁、万达、美团等纷
纷布局线下实体商业。“盒马鲜生”、
苏宁无人店……这些线下生鲜店铺
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冒出来。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发布
的《走进零售新时代——深度解读新
零售》报告认为，消费升级大趋势下，
我国商贸行业将步入新零售时代
——零售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创
新技术，将线下与线上零售深度结
合，辅之智慧物流，共同构筑新零售。

在此趋势之下，近两年，越来越多
的商业地产商投资新零售或者用新零
售理念改造旗下商业项目。去年3
月，新城、印力、恒大、碧桂园、融创、世

茂等13家商业地产公司就与盒马签
订了“新零售”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
4月，碧桂园和苏宁控股签订协议，将
一些苏宁直营店入驻碧桂园……

购物中心升级改造
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我国

零售类商业面积以年均30%的高
速增长率持续扩张，2015年存量达
到顶峰，在这之后开始急剧下滑，购
物中心市场开始逐步跨入存量时
代，城市化发展红利消退，市场竞争
趋于白热化。数据显示，2018年购
物中心存量规模已超5亿平方米。
借助新零售的东风盘活现有资产，

是如今不少地产商的重点目标。
位于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的第

一百货商业中心也在积极转型，引进
众多独有、优质品牌和租户。另外，
在节假日期间，邀约美妆师进行线上
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通过举办
中西文化结合的艺术展，给消费者提
供更好的体验与趣味互动活动等。

“实体零售拥有稳定的客源基
础，且对于消费者而言，真实可感
的门店购物体验要比手机终端的
网购来得更加深刻。”第一太平戴
维斯华北区商业咨询部负责人赵
伟达表示，“消费者通过实体店得
到的购物体验是不可替代的。”

在电商冲击后，商业零售市场
也经历了“洗牌”，业态结构调整较
为成功的购物中心销售收入反而出
现增长。一些购物中心现在开始接
受和学习电商的用户和流量思维。

地产商重新思索商业模式
近年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商业形态、功能、模
式正在重构。在此背景下，多家原
来专注于住宅开发的房地产企业开
始涉足商业。公开信息显示，龙湖
集团提出到2020年，其商业租金收
入将达60亿元左右；万科提出到
2019年商业租金规模达到120亿
元；远洋地产和中国金茂亦提出旗
下商业营收要达50亿元。

不少商业零售巨头还通过科技
赋能来洞察消费者行为，以更好地
服务消费者。万科印力集团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丁力业认为，“伴随
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空间场景
交互越来越多，零售商必须在商业
空间内注入更多服务社会的功能，
从而为社会创造出超越商业范畴本
身的价值。”

（据《经济参考报》）

预交物业费才能接房？
重庆业主获赔近8万元违约金

重庆一开发商以未预交物业费为由拒
绝交房，被业主起诉至法院。近日，重庆市
江津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决开发
商赔偿业主违约金共计79645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业主古某于2017年5
月购买了一套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某小区
的商品房，并已支付全部房款。根据合同约
定，开发商应于同年8月17日前交付房屋。
2017年9月12日、29日，古某两次要求开发
商交付房屋，均被以未预交半年物业费为由
拒绝交付。直至去年10月25日，比预定交
付日期逾期463天后开发商才交付房屋。
其后，古某将开发商起诉至法院，要求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法院认为，古某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并无
古某需交纳相关物业费后开发商才交付房
屋的约定。该合同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严格按约履行义
务，否则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逾期交房的违约金，古某与开发商
在合同中约定，逾期超过90日，购房者要求
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约定的最
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
按日向购房者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
违约金。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电）

恒大棋子湾位于棋子湾湾区中
心，是恒大在海南重金打造的理想
旅居之地。这里的湾区水清见底、
沙细质软。在此生活，可以满足您
对美好海居生活的向往。

恒大棋子湾周边有20公里原
生态海岸线以及浪漫海角公园、
海尾湿地公园、4A级霸王岭国家
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项目内还
有可供休闲娱乐的集散中心、滨
海风情商业街等配套设施。社区
配备泳池、篮球场、儿童游乐场
等，倾力为您打造集居住、娱乐、

休闲、养生于一体的美好旅居度
假新生活。

恒大棋子湾因地制宜打造滨
海风情园林，品类繁多的植被营
造出层次分明、步移景异的园林
观感。在这里生活，于静谧之处，
遍览繁花盛景；于自然之间，尽享
富氧生活。

恒大棋子湾项目携手恒大金
碧物业，为您提供24小时全天候
管家服务。物业公司拥有多年物
业服务经验，以先进的服务理念
为您开启无忧生活。

墅质洋房套内面积约124—187㎡
拥有阳光私家花园，乐享四季

美景，尽显雅致情趣；多功能百变
空间，满足个性化需求。

浓浓六月情，福利“薪”升级
恒房通推荐购房享98折，推

荐成交洋房获1%佣金；额外现金
奖励高至5000元/套（商铺除外），
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
日。活动详情以现场咨询为准。

预售许可证号：【2017】昌房预字
（014）号、【2017】昌房预字（015）号、
【2017】昌房预字（023）号。 (广文)

银川公租房保障家庭
可在网上“看房”

为使公租房保障家庭选房看房更加便
捷，宁夏银川市创新公租房选配模式，借助
网上办事大厅平台和地图工具进行选房确
认前的网上“看房”。

据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介绍，零散公租
房房源面向轮候配租家庭要进行自主选择，
但在自主选房过程中，保障家庭往往不了解
所选房源具体位置及周边交通等配套情况，需
要实地查看，而且自主选配的房源多数为腾退
房源或集中安置的剩余房源，具有不确定性。

目前，银川市已将自主选配零星房源分
批次通过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公开，并且现有
现放，让保障家庭足不出户即可看到每批可
选房源的具体地址、面积等情况。

（据新华社电）

新零售时代到来

地产商重新布局传统商业
房·热点

恒大棋子湾，开启美好海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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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军人风采 强自身素质

第九届中国（广东）空军夏令营7月7日开营

广东空军夏令营创立于2011年，由广州睿博教
育主办，是中国青少年成长计划的重要构成，拥有广
州黄埔青少年军校、肇庆国防教育基地、北理珠海航
空基地、广州大学城特训营四个营地。夏令营培训
团队包括现役部队教官、退役教官、军医、户外活动
专业教练，优秀心理导师，细心的生活辅导老师……

第九届中国（广东）空军夏令营突出教育新观
念，通过理论结合实训，培养孩子成为一个个有理
想、有胆识、有抱负、爱学习、懂礼仪、善交际、会感
恩、能自我保护、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栋梁，让
每一个学员融入大集体中，学会独立、学会生活、
接受成长中的挫折和苦难，真正做到坚毅、责任、
守纪、感恩、合作和勤奋。

空军夏令营课程包括：军人气质训练、科普教
育、安全救援、演讲与口才、搭帐篷野营、体验武器
装备、真人CS野战、远足、飞行模拟体验、军旅主
题晚会等等。

第九届广东空军夏令营7月7日-8月 24日开
营，开设 7 天营、14 天营、21 天营，主题包括特种

兵营、全英木屋营、海军陆战队营、演讲与口才、军
事营、军事+航空营等，详细资料请关注官方公众
号或招生简章。

翁老师 0898-66810260 13876098555
林老师 15109805678

报名及咨询地点：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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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增强金
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有效遏制
金融领域非法集资活动，近期，交通银
行海南省分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教育活动。

该次活动针对非法集资高发易发
区域、易受非法集资侵害群体、非法集
资典型案例及风险等进行重点宣传，
引导客户理性投资，强化“风险自担”

意识和防范能力。通过海报、宣传折
页、电子屏滚动播放、传单等形式，积
极引导广大群众和消费者，要通过合
法的投资渠道和理财方式进行投资和
理财，参与非法集资活动者将受到法
律的严厉处罚。

据悉，活动期间，该行除了加强网
点厅堂宣传之外，还另派工作人员针对
企业、校园、社区等非法集资高发易发

区域实行“入户式”宣传，提示社会公众
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信所谓的“高息”
产品，并针对金融消费者进行违规民间
投资、网络借贷平台、不法中介机构等
重点高发领域案件的讲解和宣传教育。

据了解，为了增强公众法律意识
和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抵御能力，交行
各网点积极行动，开展网点宣传活动
86次，参与群众人数3422人次，网点

宣传覆盖率达到100%。“我们将结合
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当地金融消费
者的实际情况，深入梳理，进一步拓展
宣传重点和方式，确保宣传教育取得
实际效果。”该行工作人员表示，本次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是持续的、长
期开展的活动，希望通过此类宣传教
育能够有效引导客户理性投资，强化

“风险自担”意识和防范能力。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倡导抵制非法集资
维护消费者权益，增强金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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