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建部要求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今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外发布，
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式启
航。

在宏伟蓝图的指引下，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美好画卷正在南海
之滨徐徐展开。其中，海口江东
新区积极打造生态优良、智慧智
能、区域协调、活力迸发的自贸
港园区样板，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

为优化营商环境，江东新区依
托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一站式”
服务平台。同时，江东新区还在服
务企业创新创业上下功夫，制定了
《创新创业政策落实监督反馈制
度》，定期走访重点企业，完善企业
信息台账，与企业搭建起长效沟通
机制;结合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各
类扶持政策，定期组织开展培训

及座谈会；针对重点企业制定分
类标准，建立重点企业数据库。

随着一大批项目的开工建
设，如今的海口江东新区发展日
新月异，以绿地空港 GIC 为代表
的办公商业获得投资者青睐。该
项目凭借现代化恢弘立面、花园
式低密环境、开放式空间、定制化
百变格局、先天性区位优势（临近
机场）及品牌特色圈粉无数，备受
市场认可，成为江东新区的实力
楼盘。

绿地空港GIC拥有三大产品
系列，可以满足不同置业者的需
求。建筑面积约 75—150㎡的可
定制化创意空间，每栋 5—7层布
局，坐拥花园式低密度环境，楼间
距开阔，不仅有创新半开放合院布
局设计、多类共享连廊，还设立了
室外大平台和大面积开窗，空间通

透明亮。
建筑面积约110—130㎡的低

层商业产品，大层高设计，大阳台
采光，室内布局富有创意，轻松实

现办公、休闲、健身、会客、展示等
功能。

建筑面积约 41—98㎡的旺
铺，临街独户设计，营业时间更自
由，客流辐射面更广，方便各种业
态经营。

新年即将到来，绿地空港GIC
为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厚爱，
特别推出新年特惠 5 重厚礼：即
日起至2021年 1月 31日，到访即
送精美定制礼一份；每天推出限
量特价房源；三人团购优惠 92
折；成交客户现场砸金蛋，有机会
赢取华为mate40 pro手机大奖；
注册 G 优尊享会员，领取多重优
惠礼券。（具体活动详情以合同签
订为准。）

预售许可证号:【2020】海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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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安装有技巧
装修质量关乎住户生活质量。有些业主装修

时只注重软装颜值，却忽略了隐蔽工程，导致竣工
后麻烦不断。因此，装修时一定要重点关注水电
等隐蔽工程。

日常生活中，比较让人困扰的是卫生间或阳
台漏水、积水以及下水道有臭味等问题。这些问
题都是排水系统没安装好导致的。在整个排水系
统中，比较关键的是地漏和二次排水。

地漏，指的是一级排水。装修时，在墙面找
平、地砖铺设时要注意地漏的铺设，地漏口的铺贴
应呈放射状。回字形水槽的安装，应略低于整个
平面，使其迅速排水不积水。

二次排水，就是在沉箱内安装二次排水口。
当卫生间发生漏水、渗水时，水可以流到沉箱内，
从二次排水口排走，让卫生间保持整洁干净。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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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
近日说，2021年要稳妥实施房地产
长效机制方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2020 年，在各方面共同努力
下，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运行，基本

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王蒙徽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说。

他表示，明年要牢牢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强化城
市主体责任，完善政策协同、调控
联动、监测预警、舆情引导、市场监
管等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

行。
王蒙徽强调，明年要大力发展租

赁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
题。加强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加快补齐租赁住房短板，
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
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
住房问题。

王蒙徽说，要加快构建以保障性

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
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
房供给，做好公租房保障，在人口净
流入的大城市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
住房。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
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
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
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
为。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进一

步完善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和管
理机制。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11月，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
工206.9万套，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
务。“十三五”时期，全国棚改累计开
工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
民出棚进楼。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优玲）

12月10日，权威色彩机构Pan-
tone公布了2021年的年度代表色：
极致灰和亮丽黄，引发社会关注。

色彩不仅是情绪的表达，也是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是诗意栖居必
备的条件。如果少了色彩，房子再大
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畅享海景的蓝
蓝色常常给人一种恬静、浪漫的

感觉。海口恒大美丽沙位于海甸岛
北部，匠心筑造十里滨海长廊（部分
建成）。居住于此，蔚蓝浩瀚海景将
成为您日常生活的风景。清晨，在海
浪声中醒来，激活澎湃动力；黄昏，看
霞光万丈，结束一天的奔波劳碌。

呼吸鲜活的绿
恒大美丽沙精心雕琢九重风景

园林，珍稀树木花草缤纷绽放，四季皆
是风景。在椰林树影中，绿草茵茵花
团锦簇，步移景异。项目规划了1.2
公里慢行绿道（部分建成），绿意盎然。

体验繁华的红
恒大美丽沙作为滨海人居典范，

毗邻世纪大桥，可快速到达世贸、国
贸、明珠三大商圈。项目匠心规划风
情商业街，让业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都市缤纷生活。滨海名仕会所，规划
建设室内恒温泳池、健身大厅、桌球室
等康乐空间，助您开启红红火火的品
质生活。

有人说，“生活是一幅大画布，应
该让它充满色彩。”快来恒大美丽沙，
与家人在这里一起拥抱多姿多彩的幸
福生活。 （广文）

依山临湖、择林而居已经成为
许多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海南恒
大御湖庄园，让您在自然美景中寻
找惬意的生活状态，开启城市宜居
养生的“桃源生活”。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打造约10
万平方米欧式皇家园林，将建筑融
入自然中，立体造景，层层递进，生
活于此，怡然自得。

项目周边美景环绕，距离国家
4A级景区文笔峰约2.5公里。清
晨，可以迎着朝露去文笔峰慢跑，
锻炼身体；傍晚时分，与家人沿着
南丽湖散步，观看晚霞洒在波光粼
粼的湖面上。

恒大御湖庄园拥有多元醇熟
配套设施和全龄活力社区。恒大
御湖庄园约 2700 平方米的商业
街，汇聚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丰
富业态，日常生活所需一站式解
决，让你悦享休闲时光。该项目
以度假、养生为理念，打造约5300
平方米健身康体会所，足不出户
即可全方位满足休闲娱乐、舞蹈
健身、球类运动、阅读等需求。在

这里，可以与家人一起度过闲暇
时光。

恒大御湖庄园是恒大集团在
海南定安倾力打造的康养度假项
目，体现了恒大长久以来对高品
质的追求。世界五百强恒大集团
秉承9A精装理念，为业主提供科
学的空间布局，精装修交付让业

主减少装修的烦恼，实现宜居梦
想。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让您在
自然美景中寻找惬意的生活状态，
享受出则繁华、入则静谧的生活。
安家于此，每日生活都如度假般
惬意美好。

（广文）

一城湖山为君开，半是繁华半是
闲。从项目落地、建筑拔地而起到示
范区盛大开放，匠心打造的鸿基·湖
畔新城示范区12月19日举行开放
盛典。备受关注的千人彩虹跑嘉年
华和无人机灯光秀活动也随之拉开
序幕。

活动当天，开放仪式尚未开始，
营销中心门口已是人头攒动。示范
区的精心布景令人惊叹。下午两
点，开放盛典在动感开场舞中正式
揭幕。活动现场播放了鸿基地产70
年发展历程视频。鸿基集团常务副
总裁张国良致辞，为人们开启鸿基
地产湖山嘉年华，让嘉宾们对湖畔
新城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理解。

在“大境天成，幸福启城”的欢呼
声中，嘉宾们按下启动仪式按钮，鸿
基·湖畔新城示范区正式开放。随
后，彩虹跑嘉年华正式启幕，狂欢派
对开启。活力四射的健身操、DJ电
音、摇滚乐队演唱等活动燃爆现场，
在场的人们纷纷加入舞动的队伍，感

受活动释放的精彩活力。
在众人的期待中，“你好，海南儋

州”无人机灯光秀闪亮登场。300架
无人机齐聚花果山，一道道绚丽灯光
照亮整个湖畔。五光十色、旖旎多姿
的灯光，吸引了在场观众争相拍照。

历经 70载发展的鸿基地产集
团此次首入海南落子儋州，倾力打
造鸿基·湖畔新城示范区项目。该
项目位于儋州市那大镇花果山湖
畔，是集洋房、小高层、酒店等多种
业态于一体的500亩低密度生态湖
居大城，建成后将成为儋州市品质
标杆大盘。 （广文）

12月19日，保利·时代示范区
开放仪式暨大型星空集乐会启幕，
为琼海市带来一场充满想象力的
高品质艺术市集活动。

精心打磨，只为璀璨绽放的这
一刻。活动当天，距离示范区开放
还有半个小时，保利·时代营销中
心门口就聚集了许多前来参观的
人士。

一段精彩的鼓舞正式拉开了
示范区开放活动的序幕。充满中
国文化韵味的舞龙舞狮表演，让
现场气氛迅速升温，观礼区中座
无虚席，样板间里、售楼处内人声
鼎沸。

示范区开放后，保利·时代“时
代有光”大型星空集乐会绚丽开
幕。此次星空集乐会以欢、娱、潮、
红、玩为关键词，包括星空主题艺
术街、迈阿密风情艺术集市以及国
际星空艺术馆三方面精彩内容。
人们在光影和色彩的变幻和充满
趣味的互动活动中，体会多彩艺术

形式带来的新鲜感。
本次活动展示了生活更多的

可能性。无论是运动达人、文艺青
年还是美食控，都能在这里体验到
美好生活的精彩。

保利在琼海主城区依托多维
交通、醇熟配套、生态环境等优势，
以匠心打造广角生活综合体——
保利·时代。该项目未来规划涵盖
公寓、商务、休闲、娱乐、购物、酒店

等多元业态，一站汇聚缤纷精彩，
为城市带来全新生活体验。

经过多年深耕发展，保利在海
南已形成以三亚、海口为主、辐射
全岛的布局版图，开发业态涵盖休
闲度假公寓、养老公寓、宜居度假
别墅、商务度假别墅、会展中心、五
星级酒店、商业综合体和大型旅游
度假及城市综合体。

（广文）

海南自由贸易港
商业高峰论坛落幕

12月22日，在专家学者、商界精英、媒体代
表等来宾的共同见证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业高
峰论坛在海口落幕。

万达投资集团海口公司总经理袁洋致开幕
词。袁洋表示，本次商业高峰论坛中，专家学者共
论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商业的未来发展。将于
2021年9月30日开业的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是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免税品经营为特色的大型国
际商业综合体。建成后，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必
将成为海南西部重要的国际贸易展示与交易中
心，为资本流通、人才聚集与数据交互提供平台。

论坛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
福林以“高水平开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题进行
演讲。企巢新三板学院院长程晓明以“自贸港时
代下商业发展机遇”为题进行演讲。他表示，东方
市是海南西部的重要城市。对于东方市而言，万
达广场不仅是一个购物场所，可以有效弥补东方
市商业软环境的缺失，还是对标全国一线城市的
商业标杆，能为高端消费人群打造舒适宜居的生
活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才到此发展。

据介绍，“东方万达启幕自贸港新篇章暨投资
价值白皮书1.0版本发布活动”也在本次论坛中
揭幕。 （广文）

海南仁恒滨江园
举行产品发布会

12月23日晚，一场名为“时代的回响”的发
布会在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仁恒珍藏了二十
余年的经典IP——仁恒滨江园，继上海、杭州两
座城市后，来到海南自贸港海口江东CBD腹地布
局国际人居作品，全新匠心故事将在这里演绎。

仁恒滨江园经典在海南重现。仁恒置地集团
执行董事钟思亮表示，仁恒置地秉承“改善土地，用
心造好房”的设计理念，以国际化视野满足人们的
需求。该公司每年举行约15次海外调查、4次客
户反馈，与12个国际大师团队合作，通过缜密的论
证工作为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带来更加
舒适的生活方式创新。同时，专注于精装修设计，
以“看不见的细节”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水平。

仁恒与泰国TROP景观事务所、国际著名设
计师李玮珉、美国菲利普斯建筑规划等联手，共同
打造海南仁恒滨江园这一国际社区项目。该项目
契合蓝绿包围的生态岛设计灵感，为人们提供独
具特色的日常栖息之地，以丰富配套，情境街区、
架空层设计等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更多魅力。

仁恒置地（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伟文表
示，海南仁恒在江东CBD已陆续完成哈罗公学建
设、示范区开放等重大工程。仁恒滨江园作为集
团倾力打造的重点项目，将继续助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目前，仁恒滨江园示范区已经开放。（广文）

资讯

恒大美丽沙：

缤纷色彩点亮诗意人生
恒大御湖庄园：

绿意盎然 诗意栖居

鸿基·湖畔新城示范区开放 保利·时代示范区开放

绿地空港GIC新年特惠
五重厚礼惠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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