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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5月份，4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1.1%，涨幅与上月相同。

“5月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生产生活秩序持续恢复，住房需求

得到进一步释放，70个大中城市房

地产市场总体稳定，价格略有上

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

师孔鹏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1个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7%

和0.3%，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

百分点。

记者日前调研上海、浙江等地

楼市发现，进入5月份，各地房地产

市场在4月份回暖基础上，市场人

气进一步上升，成交量稳步复苏，

局地住宅销售出现“红五月”行

情。在刚需集中的上海闵行区南

部，记者探访数家中介公司，不少

业务员表示，5月份为今年以来成

交最好的自然月。

中原地产统计显示，5月份，北

京二手房成交约1.6万套；上海二

手房成交约2.8万套，创2016年10

月份以来的交易新高。

“当前一线城市的刚需住宅，

以及首次改善产品的去化周期明

显缩短，总价较低的房源较为畅

销。”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

说，疫情累积的刚性购房需求集中

释放，此外，高端项目集中入市，也

使部分地区房价出现整体上扬的

态势。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数据发

现，5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的城市数量达57个，比4月份

多7个；下跌的城市有11个，与4

月份持平；2个城市房价环比持平，

比4月份少7个。

从同比看，5月份，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与

上月相同，二手住宅涨幅有所扩

大：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

涨2.9%，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1%，涨幅比

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延续回

落态势。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5.4%和2.0%，涨幅比上月均回

落0.2个百分点，均连续13个月回

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8%

和2.1%，涨幅比上月均回落0.3个

百分点，均连续14个月相同或回

落。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二三线城市住宅成交表现分化。

重庆、昆明、南京、杭州和武汉等

重点城市迎来需求集中释放，如

昆明和南京的住宅成交面积同比

涨幅超过60%；而青岛、常州、长

春、苏州和大连等城市成交面积

则有所回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一组数

据显示，1月份至5月份，商品住宅

销售面积为42941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11.8%，较1月份至4月份收

窄6.9个百分点。

业内专家表示，在楼市调控政

策预期稳定的情况下，房地产市

场成交较为活跃，市场总体稳定，

各地应继续因城施策，落实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保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优玲 郑钧天）

如何辨别
清水漆和混水漆？

人们购买家具时，常常会听到销售人员提起清
水漆和混水漆。这两种漆有何不同呢？清水漆和混
水漆都是木器漆，清水漆可以透出板材原来的纹路；
混水漆会把原来的板材基层纹路全部覆盖，对基材
要求不高，以色彩多样取胜。

清水漆和混水漆的成分不尽相同，提炼的方法
也不一样，用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显示出不同的效
果。清水漆涂于家具表面后，能够呈现木材和饰面
板原有的纹理图案，手感光滑，具有一定的光泽度，
装饰风格自然、淳朴，应用性广泛。混水漆能覆盖家
具表面原有基层的颜色，可选择的色彩丰富，受到很
多人的喜爱。

简单来说，清水漆和混水漆两种木器漆的工艺
各有特点。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装修风格和喜好，
挑选使用不同工艺制成的家具。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5月70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出炉

市场总体稳定 价格略有上涨
粤泰·福嘉花园
商铺开售

粤泰·福嘉花园商铺现已开售，建
筑面积约90—300平方米，低门槛、
轻松购，邀您抢占先机。

品牌实力护航

上市房企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匠心筑造品质人居，广
受业主、客户青睐。选择实力品
牌，彰显商业潜质，为您创业致富
助力。

项目人气火爆

粤泰·福嘉花园一经推出，便引发
众多关注，人气火爆。商铺可楼下经
营楼上居住，自营投资两不误。600
余户住宅，仅有23套社区临街商铺，
附近人流密集，商铺供不应求。

多元缤纷业态

商铺建筑面积约90—300平方
米，格局方正，多种面积供您选择。
商铺空间利用率高，可满足多种业态
经营需求。多元业态，可满足一站式
社区生活所需，让你拥有更多发展机
遇。

粤泰·福嘉花园社区铺面，价格
13600 元/平方米起（涉及价格仅限
1#101，总价款 408 万元，有效期至
2020年6月30日），低首付、低门槛。
商铺位于滨江新城片区中轴，邻街周
边拥有众多社区。买铺正当时，宜早
不宜迟，请锁定发展商机。商铺现已
开售，恭迎您前来品鉴。

开发商：海口中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预售许可证号：【2020】海房预
字（0007）号。

（广文）

国家统计局近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各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涨幅均略有扩大，
二手住宅环比涨幅与
上月相同或微扩。专
家表示，房地产市场
持续复苏，价格略有
上涨，但仍保持在合
理区间窄幅波动。各
地应继续落实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目
标，保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房·热点

遗失声明
陵水快金轮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章（陈颖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盛事天下置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和法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孙洋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10460200001320，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长和机动车驾驶培训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车
牌号 ：琼 D1450 学 ） ，证号 ：
469028060529，特此声明。
●海南陵水长和机动车驾驶培训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车
牌 号 ：琼 D3312 学 ） ，证 号 ：
469028060479，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盟友建筑器材租赁
部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张余辉遗失滨涯村一区1#1506
房的房号确认单，声明作废。
●澄迈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083003，声明作废。
●海南金鹰人防护卫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4600171320，发票号码：
28651080，声明作废。
●琼中阳江渝签来了火锅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301864267，声明作废。
●海南建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澄迈荣辉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万丽濠城歌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 JY14601070004473，声 明 作
废。
●黄万利遗失座落于迈号圩老街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用
（2000）字第W0200300 号，特此
声明。

●钱光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昌洒
镇凤元村委会昌烈二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
048829号，特此声明。
●杨爱芳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昌洒
镇凤元村委会昌烈二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
048842号，特此声明。
●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的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章、合同专用
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妇产科医院府城门诊医师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647201，声明作废。
●宜昌瑞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昌江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L6410000452201 声明作废。
●黄海啸（于2020年5月1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40882198304130012，特 此 声
明。
●陈范华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龙房租证〔2019〕第53375号，声明
作废。
●王弼豪不慎遗失琼海市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为：（95）
836号，特此声明作废。
●文罗镇文新村龙门三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通福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通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法人:毕秀章)印章一枚，声明作
废。
●苏祥修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10578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登记
号:0710578，现声明作废。
●苏育云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10746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号码
为0610746，现声明作废。
●澄迈祥龙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法人私章（段小龙），
声明作废。
●文昌市潭牛镇中心村民委员会
罗品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陈锦传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铺前镇隆丰村委会华兰二村集体
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
（2011）第012099号，特此声明。
●陈东梅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铺前镇隆丰村委会华兰二村集体
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
（2011）第019784号，特此声明。

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开展中央
企业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专项
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统计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资情
况的通知》要求，海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海口供电局（以下简称海口
供电局）进行全面清理民营企业账
款。海口供电局前期已向深圳日
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多次发函，要
求前来进行账务核实及请款，但深
圳日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未前来
办理。请深圳日海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至本公告之日起在2020年6
月30日前来海口供电局办理。

债务债权公告
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餐饮中心，因公司业务调整餐饮
中心于2018年 12月关闭停止运
营。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7
天内向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餐饮中心申报债权债
务。债权债务人未在上述规定期
限内行驶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
程序注销，特此公告。
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餐饮中心 2020年6月19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2020]7039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广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 S0107 号土地证项下
400.4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
唐美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
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
口市国用(籍)字第S0107号土地证
项下400.4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
记。

2020年6月16日

催缴公告
海口市海秀东路48号鸿泰大厦9
楼产权人：周立群。贵方自2013
年3月至2020年6月份未缴纳物
业服务费共￥464024.00 元。本
公司特公告催缴，望贵方七日内缴
清拖欠物业费及其它相关费用，如
未缴清本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维
护自身权益。

海南信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减资公告
三亚思睿金控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0757367172），经公司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资金伍
仟万元整人民币减少至壹仟万元
整人民币，特此公告。

减资注销

催收公告

公告
海南家家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潘在团、冯斯杰、
吴英蓉与你学校劳动争议一案（海
劳人仲案字〔2019〕第 476、467、
475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0〕第386、387、388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522077），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18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正诚投资有限公司、赵东风：
我公司借款150万元给海南正诚
有限公司,赵东风予以担保。我公
司已依法将上述债权及其他权利
全部转让给王天，请你们直接向王
天清偿。
特此通知。
通知人：海口鑫融达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2020年6月18日

聘请建筑设计院
本司备建二十万平方滨海养老院
请 专 业 的 设 计 单 位 联 系
13907692978陈总

招 聘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恢172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黄亲林与被

执行人陈景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被执行人陈景忠不主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决定

对查封的担保人陈栋濠名下海南

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二环路

“孟乐新城”项目E栋1单元9层

903号房于2020年7月23日10时

至2020年7月24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进行公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898/13，具体拍卖内容请进入网址

查看）。特此公告 2020年6月16日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海资规[2020]7149号

罗杰瑶、罗杰毅、罗朝文、罗桂清现
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补发业务，
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
道云露社区马鞍街 9号，面积为
367.93平方米。经调查，该申请人
持 有 的 海 口 市 国 用（2016）第
0089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
登报遗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
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发
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
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
特 此 通 告 。 联 系 人: 许 秋 燕
6580939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0年6月17日

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告
定于2020年7月30日上午10时
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曹岳（清）
花卉扇面字画、降真香、黄花梨烟
斗等拍品。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
前向本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5000
元并携带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
预展时间：2020年7月28-29日。
预展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
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电话：
0898- 65203602。公 司 网 址 ：
http://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9日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
分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0720801. 账 号
46001005540052501008，现声明
作废。
●三亚勇哥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1046020100598730U，现 声 明
作废。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声明之前刻制的公章、
财务专用章未备案，特此声明。
●羊华新不慎遗失农村土地确权
经 营 证 ， 证 号 ：
4690031162171100785，现特此
声明。
●儋州市中和镇中和社区居民委
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
明。
●肖芳洁遗失中南林海间诚意金
收据一份，编号: 0071776，金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林秀丹遗失大勇商厦二层二排
11号铺面保证金单一份，保证金单
金额为6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 廖 日 河 （ 身 份 证
460031198808046412）遗失船舶
检 验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4690310190294，特此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
局遗失昌江农行石碌营业所开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21794001040000059，开户许可
证号:Z6410000101603，声明作
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局
遗失昌江农行石碌营业所开户许可
证 ，账 号:21794001040000356，
开户许可证号:Z6410000435703，
声明作废。
●梁定永、梁定雄遗失座落于定安
县龙门镇红锋村委会草坡南经济
社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号：定安
龙门集用（2009）第2556号，使用
权面积：182.6M2，声明作废。
●海南临高腾隆远洋渔业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符树模遗失坐落于昌洒镇昌新
村委会宝贡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集用（2010）第 053230
号，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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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公告送达

法院公告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万绿园壹号4#、5#楼商业招租
现有万绿园壹号 4#楼总面积

3351.86m2、5#楼总面积4295.39m2，

两楼规划性质为展馆，统一对外进

行商业招租，价格面议，有意者请

联系梁先生15348874016 符小姐

18907668809

土地通告

厂房出租

拍卖公告
确权公告

商铺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