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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率达 92％ 五百户商家正式开业
洞米业已整体搬迁至金罗湾），二
楼品牌家具、高端红木家具，三楼
本报讯 10 月 3 日上午，金罗 家居装饰、儿童乐园、童装玩具、服
湾 国 际 商 贸 城 锣 鼓 喧 天 ，人 流 如 装箱包，四楼为大型的海宁皮草城
织。金罗湾国际商贸城一、三期开 和文化教育培训中心，共有商铺近
业暨扶贫助学仪式举行，数千名客 2000 个 ，品 类 丰 富 规 模 庞 大 。 目
户和嘉宾出席活动共同见证了开业 前，金罗湾国际商贸城巳经建成近
盛况。开业的特殊时刻，也是金罗 12 万 平 方 米 商 城 ，招 商 率 达 到
湾承担责任的时刻，
现场 6 名困难户 92％，
500 户商家正式开业。
和 6 名特困学生得到爱心资助。
金罗湾国际商贸城作为全国
金罗湾国际商贸城位于双清 重点培育市场和省、市重大的商贸
区龙须塘片区老矿灯厂对面，占地 物流及民生建设项目，以特色综合
240 多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达 36 万 平 构建市场发展之路，以错位、整合
方米。其中开业的 1、3 期主营业态 为市场出发点，发挥邵阳传统产业
为：一楼建材家居、粮油副食（洛阳 优势，搭建湘西南地区相关业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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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嫁接平台，开辟“沿海货物中进”
的国内基地，打造邵阳乃至整个湘
西南地区的集散中心，逐步形成综
合型、产地型、配送型、现货交易型
四大市场形态特征，培育湖南以南
的国内国际贸易园区特色。同时，
作为市、区两级环境治理、工业区
改造项目，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商贸流通和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功能和示
范作用。
据悉，金罗湾国际商贸城开业
活动持续三天，期间有精彩节目演
出、灯光展、马戏表演和各类购物
抽奖等环节，
奖品众多。

逐年淘汰有房地产化倾向的不实小镇
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
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
各地区要依
国家发展改革委 9 月 28 日称， 据特色小镇与特色小城镇本质内涵
在现有省级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 的差异性，调整并分列现有省级特
创建名单中，逐年淘汰住宅用地占 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创建名单，分
比过高、有房地产化倾向的不实小 类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对创
镇 ，政府综合债务率超过 100% 市 建名单外的小镇和小城镇，加强监
县通过国有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 督检查整改。
债建设的风险小镇，以及特色不鲜
通知指出，统筹规范特色小镇
明、产镇不融合、破坏生态环境的 和特色小城镇创建工作，
把握内涵、
问题小镇。
纠正偏差、正本清源，
坚决淘汰一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缺乏产业前景、变形走样异化的小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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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多成交少
梁倩

王存福

“金九银十”
国庆长假往往是踩
盘、买房的火热时期，
但今年的黄金
周，
楼市却有点儿“哑火”。
虽然各大
地产商抛出优惠橄榄枝，但售楼处
仍然感到“凉意”。
业内人士表示，
国
庆长假整体楼市平稳，市场逐渐出
现高位回落的现象。
妍艳是一位二线城市某楼盘的
销售员，
这个国庆并不忙，
就带了几
组客户看了房，还和同事调班休息
了两天。
而在前几个月时，
她一天就
会接待数十组客户。
“最近几年假期少有这么清闲
的时候。”妍艳说，今年国庆她们公
司在其他地市的一些盘也显得有点
冷清。
一直是房地产热门城市的三亚
也不例外。
国庆期间，
三亚市房地产
服务中心一楼房地产展销大厅只剩
下楼盘项目简介和一些椅子，选择
了闭门谢客。
距其不远处，
“万科湖畔度假公
园”项目近期打响了三亚房企降价

镇和小城镇。
通知强调，要优化部门创建机
制，统一实行有进有退的创建达标
制，避免一次性命名制，防止各地
区只管前期申报、不管后期发展与
纠偏。在已公布的 96 个全国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两批 403 个全国特
色小城镇创建名单中，持续开展评
估督导和优胜劣汰，适时公布整改
名单。对创建名单外的小镇和小城
镇加强监测，视情况动态公布警示
名单。

房子大了，日子美了！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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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方能乐业。住房的变化，是社
会变迁、时代进步的缩影，见证着改革
开放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多少年，多少代人，房子始终满载
着人们的憧憬。从土房到水泥房、从平
房到楼房、从福利房到经济适用住房和
商品房；从一家几口人在十几平方米的
屋子里蜗居，到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方
米的居室……改革开放，让我们房子越
住越大，
日子越过越美！
我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串起
城市新的发展轴线，房地产开发、产业
开发、商业开发沿轴线聚集。五年间，
我市完成房地产投资 500 亿元，城镇人
均住房面积达 35㎡。碧桂园、恒大等一
线房企相继进驻，进一步提升了房地产
开发品质，
居民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在此过程中，市区现代化小区逐年
增加。西湖春天、宝庆府邸、乾道大院等
拔地而起；志成新世界商业广场、中雅·
时代广场等相继建成。房产市场繁荣，
人们换房选择越来越多，大批市民都住
进了电梯房。

105 套。而二手房市场似乎更为冷
清，
黄金周头两天，
全市二手房成交
量为零。
江门方面，多项目推出“特价
房”。
其中，
美的·雅居乐公园天璟推
出了四套“特价房”，均价约 10000
元/平方米；天鹅湾推出 10 套最低
单价为 9500 元/平方米“特价房”；
碧桂园·中海珑悦府推出 10 套“特
价房”，均价为 12600 元/平方米；碧
桂 园 西 江 华 府 147 平 方 米 单 元 打
9.5 折。
广州都市圈的香江翡翠绿洲更
是打出
“全盘单合同，
只要一成首付，
还有国庆限时六重大礼包”
的广告。
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国庆长
假期间，楼市呈现促销力度大但观
望多成交少的情况。甚至首推的产
品实际价格均明显低于此前“吹风
价”，但受到区域客户消费力影响，
个别项目去化情况仍较为一般。
张大伟说，
楼市调控重压，
商业
贷款继续紧缩，公积金政策在全国
多个城市也开始收紧，使得市场继
续开始观望。

短期拆除与局部隐患可处理
在假期 7 天左右的时间，家里哪些区
域适合更换呢？国庆假期，硬装、软装都比
较适合更换。其中，硬装包括居室的整体拆
除改造和局部隐患问题的处理。
卫生间和厨房是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
个区域，也是换新需求比较高的区域。这两
个区域对实用性、功能性、收纳性要求比较
高，而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欠
缺考虑的部分，所以换新要求会更高些。短
时间内，卫生间可以更换马桶、淋浴间、洗
漱盆、热水器，厨房则可以更换烟机灶具、
集成吊顶、开关面板、灯具、置物小物件等。
特别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卫生间和厨房
在更换使用部件时，要注意水电暖的拆改
安装安全。

在软装搭配上多下工夫

就客厅而言，可以将一些家居饰品组
合在一起，
使它成为视觉焦点的一部分，
对
称平衡感很重要。
旁边有大型家具时，
排列
的顺序应该由高到低陈列，以避免视觉上
出现不协调感，或是保持两个饰品的重心
一致。
另外，
摆放饰品时前小后大层次分明
能突出每个饰品的特色，在视觉上就会感
觉很舒服。
对于入门者来说，
摆饰、抱枕、桌
巾、小挂饰等中小型饰品是最容易上手布置的单品，
布置
可以从这些先着手，
再慢慢扩散到大型的家具陈设。
其实，
在家居饰品的摆放中，
不能忽略小的家居饰品，
它们往往
会成为视觉的焦点，
而且更能体现主人的兴趣和爱好。
位于邵阳大道与建设南路交会处的志成新世界商业广场已经完工。

国庆长假楼市
“哑火”

的第一枪。
“备案价格在 29000 元左
右，打完各种折扣之后最低可以达
到 26000 元。”据销售人员介绍，现
在的销售情况肯定跟年初没法比。
“现在有购房资格的人太少了，
迫不
得已我们只好选择降价。
”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一方面是大部分热点城市楼市
全面限价，房地产市场已经无淡旺
季之分；
另一方面，
和目前房价偏高
及购房者观望情绪浓有关。
张大伟说，虽然国庆期间众多
开发商备足弹药，但从成交来看，
目前多个城市楼市逐渐开始出现
冲高回落现象，房价调整开始出现
从点到区域的现象。热点城市开始
逐渐下行，购买力很难再支撑市场
继续冲高。
以苏州为例，虽然 9 月 30 日有
7 个新盘集中开盘，另有十多个楼
盘在黄金周举办了暖场活动，但并
未出现购房者利用假期大规模看房
的现象。
据统计，
目前苏州市在售新
房房源 43613 套，而 10 月 1 日当天
仅售出 290 套，10 月 2 日更是只有

可以利用七天国庆假期，试着给家换
新颜，小小的改变，或许能够收获不一样的
惊喜。

旧居换新颜 假期宅出新时尚

张丹

金罗湾国际商贸城一、三期开业暨扶贫助学仪式举行

更换多以成品家具为主
假期时间，不少家长会考虑给孩子的房间换个样。
对于儿童房、学生房的改装，首先需要考虑环保。
“ 在环
保的基础上，可重新定制功能更全的家具、更换地面地
板、墙面色彩和装饰，满足使用需求提高生活品质。”今
朝装饰首席设计师李彦超表示。
不过，考虑到时间因素，给家换新颜建议以成品家
具的更换为主。在更换之前，需要考虑到现有尺寸与房
间的关系、颜色的融合、风格的搭配等。相比较而言，定
制家具由于程序的复杂性，会给装修带来不确定性，所
以如果消费者对时间要求高，
尽量不要选择定制家具。

换沙发布艺 轻松扮靓家
宝庆府邸·观园小区的居民在晨练。

新世界商业广场将成为地标级购物中心。
宝庆府邸·观园小区公园般生活意境。

布艺是家居装饰中应用最广泛、最普遍的饰物，窗
帘、床罩、枕套、靠垫、沙发罩、地毯等，正是由于这些布
艺的装扮，
家才有了个性化的定义。
更换家居布艺首先要考虑家居环境，整体风格、室
内光线、家具颜色等；其次要考虑布艺的实用性，比如薄
厚、遮光性等。春天时，挑选清新的花朵图案，春意盎然；
夏天时，选择清爽的水果或花草图案；秋、冬天，则可换
上毛茸茸的抱枕，温暖过冬。通过软装可以轻易地改变
房间环境，
温暖、冷艳、梦幻等都能轻易实现。

墙面换新 刷出家的美好

位于北塔区的西湖春天，
高端大气。

随着西湖春天小区的建成，断桥残雪、三潭映月等西湖十
景将逐步展现。

说到短期让家旧貌换新颜，墙面换新是一种常见又
简便的方法之一。墙面换新主要包括墙面刷新、新增或
更换壁纸两大类服务。
随着涂料市场的不断发展，如今的墙面刷新服务多
元化，而且服务更细致周到，人性化特色明显。以立邦的
刷新服务为例，目前立邦刷新服务的业务包括整屋墙面
刷新、木质家具刷新、铁器刷新、别墅外墙刷新等，此外，
还可以定制专属的儿童房刷新、阳台刷新及艺术背景墙
刷新等。就服务的人性化而言，消费者一个电话，立邦刷
新服务的专业人员会免费上门、专属施工到质保售后一
条龙服务。而且对于消费者困扰的如何配色的问题，其
客户专员免费为用户上门基检，并且提供专属的解决方
案，利用专业的配色工具和色卡，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上
千种配色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