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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袁兹定于 2019年 10月 22日 16时在我公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院1尧位于海口市南沙路 62号城管大
厦第三层 301 号房地产 渊证号院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234700 号冤袁建筑面积院607.15 平方米曰2尧位于海口市南
沙路 62 号城管大厦第三层 302 号房地产渊证号院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字第 HK234701号冤袁 建筑面积院1088.93平方米遥
竞买保证金院人民币 30万元/ 套遥
标的展示尧缴交竞买保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院自见

报之日起至 2019年 10月 21日 12时止遥
联系电话院 渊0898冤66532003
联系地址院海口市大同路 36号华能大厦 21层 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渊第 191022期冤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冤10月 11日袁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
产管理局对海南亿源行房地产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亿源行公司)尧北
京英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
英策公司)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袁并将两家
公司及其公司法人列入野黑名单冶遥

通报指出袁海南亿源行公司尧北京英

策公司系福山咖啡联邦小镇项目的销售
代理机构袁在代理销售福山咖啡联邦小镇
项目房屋中存在未到县房地产管理部门
办理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手续及存在诱
骗消费者交易和捆绑销售的行为袁 违反
叶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曳等相关规定袁损害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袁由此引发该项目业主
多次通过多种途径信访袁 造成恶劣影响袁

严重影响了澄迈县的房地产市场秩序遥
通报指出袁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

理局将不再办理海南亿源行公司及其公
司法人尧北京英策公司及其公司法人的中
介机构备案及经纪人员备案袁并将两家公
司及其公司法人列入野黑名单冶袁禁止这两
家企业及其法人在澄迈县开展房地产中
介业务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房价袁一直牵动着市民的
神经遥尤其这几天袁海口市民微信朋友圈流传
着这篇叶限价一年后 海口有楼盘备案价突破
17300 元/m2曳的文章后袁很快在海口市民中
得到广泛转发遥那么袁海口商品住宅备案价格
一直控制在 17300元/m2袁是不是意味着海口
商品房限价将逐渐放开钥对此袁海口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称袁 按照国家住建部和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野因城施策尧科学定价冶原则袁今后不
再搞野一刀切冶袁而是根据每个项目不同品质尧
规模尧配套尧造价等因素进行定价袁 但是均价
仍稳控在 17000元/m2左右遥

去年 4月 22日袁 海南全域限购开启之
后袁当时有部分中介人士野心存侥幸冶地表示袁
现在限购政策刚刚下来肯定很严袁 确实没有
任何漏洞可钻袁几个月后还是会野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冶袁毕竟市场在这里袁不可能野一棍子打
死冶遥 可事实证明袁海南省政府在市场秩序整
治和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任务方面丝毫不放
松袁 限购政策也在不断加码与完善的过程之
中遥于是袁海南房地产市场岛外需求被全面抑
制袁更多的客户来自本省刚需群体遥

今年 1月 9日袁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布叶关

于严格落实琼办 也2018页29号文件精神进一步
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曳宣布加码限购袁暂停
向企事业单位尧社会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出售商
品住宅渊经批准的企业人才周转房除外冤遥这意
味着袁又一个绕道限购的可能渠道被堵上遥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袁海南的住宅土地供

应已经大幅锐减袁 存量的住宅土地大部分也
将转为产业开发为主遥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厅长丁式江介绍袁
2018 年海南省供应住宅用地 88 公顷渊1320
亩冤袁 比 2015年的住宅用地面积下降了 88%遥

受规划调整尧生态保护要求和房地产调控政策
等影响袁海南省存在一定数量存量商品住宅用
地不能继续用于住宅开发袁海南省将研究政策,
鼓励和引导存量商品住宅用地转型用于以旅
游业尧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袁符
合自贸区渊港冤发展定位的产业项目遥
海南房地产人士称袁海南省对于房地产市

场的调控显示出了野壮士断腕冶的决心袁2018年
8月袁海口市住建局尧物价局在约谈多家开发商
后袁为了稳定海口房地产市场袁海口商品房备
案价至今一直控制在 17300元/m2以内遥

长期以来袁 海南是一个外向型的房地产
市场袁长期依赖岛外客户袁即便是海口袁也有
一半的客源来自岛外遥限购以后袁新海南人和
本地人撑起了海口楼市遥但本地人收入有限袁
动辄百万元的高房价袁实难匹配遥

不过袁废除商品住宅备案价格野一刀切冶
的政策袁早在今年初就已经有官方表态遥

今年 3月 15日袁2019年全省住房城乡建
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院加快
建立长效机制遥继续坚持野房子是用来住的袁不
是用来炒冶的定位袁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袁调控
力度不放松袁调控政策不走样袁构建房地产市
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袁因城施策尧分类指导遥
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在会上表示袁 虽然

此次国家关于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
第一尧第二批试点
城市中没有海南袁
但各市县要切实
担负起调控主体

责任袁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袁落实因
城施策尧分类指导的要求袁继续严格执行全域
限购等政策袁 保持调控 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袁坚决遏制房价上涨遥 关于房价的总要求袁
总的原则是均价不能上涨袁 同时要避免采取
野天花板冶一刀切方式袁按区域和项目科学合
理定价遥
对此袁海口市住建部门也表示袁按照国家

住建部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野因城施策尧科学
定价冶原则袁今后不再搞野一刀切冶袁而是根据
项目不同品质尧规模尧配套尧造价等因素袁对每
个项目定一个价袁 但是商品住宅均价仍稳控
在每平方米 17000元左右遥 另外袁海口市商品
住宅价格不会永远不动袁 它会与海口市地区
生产总值尧增速袁以及物价增长同步遥目前袁海
口市生产总值增长水平在 7%至 8%袁 按照这
样计算袁商品住宅确实具备品质高尧配套全尧
成本高等条件的袁 价格每个月增长将放松每
平方米 86元袁 一年放松不到每平方米 1000

元遥 与此同时袁海口市周边的商品住宅价格还
会降低遥 像云龙镇尧红旗镇尧灵山镇等海口市
区周边不具备优良配套的商品住宅袁 价格会
严格控制在每平方米 12000 元尧 每平方米
13000元较为合理的价格袁不能因为配套好的
商品住宅卖每平方米 17000元袁 而郊区也卖
这个价格袁 趁机抬房价是不允许的遥 此外袁从
房地产管控长效机制袁 海口市住建部门正在
将科学定价方案上报海口市政府和海南省政
府袁待公布后会有全面解读遥
业内人士分析袁 海口新建商品住宅每平

米备案价突破 17300元是一个信号袁 意味着
海口房价不再是一成不变袁 会刺激一些刚需
购房客户抓紧时间购房遥 预计被限价压抑许
久的房地产市场会逐步回暖袁 销售量会有所
增长遥 但同时也有可能出现袁年底一些房企为
了换销售量袁折扣增大的情况遥 总之袁一些房
地产从业人士认为袁 长期随着海南产业的完
善尧人才的流入袁前景是可期的遥

这两家公司被澄迈“拉黑”未备案手续尧诱骗
消费者交易尧捆绑销售

海口楼盘突破17300元/m2限价？
房价不再野一刀切冶 备案均价仍稳控在 17000元/m2左右
海口商品房价格将与地区生产总值尧增速及物价增长同步

住建
部门

越线 楼盘备案价超限制引关注

经历过狂热尧骤冷到平稳的海南楼市袁正
在翻开新的篇章遥

9月 24日袁在海口政府门户网站上袁海口
市发展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海域阳光的价格备
案遥 相关备案信息显示袁海域阳光 9#B区的
89套住宅袁 申报备案价格达到了每平方米
17440至 17450元袁 均价为 17445.28元/m2袁
超过海口此前 17300元/m2的限制遥

这消息一出袁迅速刷爆市民微信朋友圈遥
那么袁 海口市其他楼盘的价格怎么样钥

商报记者这两天在椰海大道尧江东新区等多
个楼盘走访发现袁虽然海口将备案价格做了
调整袁但一些售楼处并没有出现人山人海的
现象遥
一位售楼员告诉商报记者袁 市场观望情

绪比较浓袁目前袁海口市正在销售的楼盘袁包

含精装修在内袁 大多均价每平方米 17200多
元袁没有超过 17300元的限价遥
对于这种现象袁售楼员分析袁主要是过去

的投资型已经冷静地转为改善型遥再是袁现在
的房屋租赁市场也比前两年行情要差遥 不过
即使如此袁 海口市发展改革委员会通过的海
域阳光的价格备案袁 也再次引起了大家对房
价的关注遥

挺稳 备案价一直控制在17300元/m2

回应 根据项目品质等因素定价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冤10月 11日袁在海口经济学院
传媒大楼 206教室举行了一场 野网红见
面会冶要要要海经院政务新媒体创作与运
维讲座遥 到场新闻学 渊网络与新媒体方
向冤专业的学生和主讲人王坤尧李漠热情
互动袁现场热火朝天遥
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政务新

媒体野海南警方冶的负责人王坤以野政务
新媒体一样有看头冶为题袁和参与讲座的
学生分享了政务新媒体的重要性尧 政务

新媒体的运维策略尧 运维小技巧等方面
的成功经验遥

野大漠叔叔冶网红警察要要要李漠也和
学生进行了创作分享遥 他认为创作不应
刻意迎合观众所好袁 要以社会需要且缺
少的内容进行创作遥
李漠表示袁 自己的作品如此受欢迎

最重要的原因袁就是接地气尧让宣传从轻
松的野梗冶中走出去袁不讲太多野官话冶袁从
而无形中拉近了他和观众的距离遥

野圈粉为本袁内容为王冶要要要这是省

公安厅野海南警方冶新媒体成功的核心武
器遥在大众眼中野严肃冶尧野严谨冶是政务官
方平台的象征袁而野海南警方冶却以其独
特的魅力和略带野皮冶性的语言成功脱颖
而出袁圈粉无数袁让广大网友在活泼化的
语言中接触严肃的题材袁感叹野原来你是
这样的警察冶遥
据了解袁 海南警方新媒体团队紧紧

围绕公安中心工作袁坚持创新宣传形式袁
制作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新媒体作品袁多
次获得公安部宣传部门的表扬遥

优质商品住宅价格每月增长将放松 86元/m2 一年放松不到 1000元/m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