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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窝窝

鼓励合理消费、加强市场调控、优化发展环境，供需两侧同发力去库存

今年商品房消化目标 140 万平方米
荆门晚报讯 （ 记者陈兴国 通讯员袁
凯 彭媛 ） 昨日，晚报记者从市房管局获
悉，今年我市将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统
筹做好住宅类商品房和非住宅类商品房
去库存工作，力保全市消化商品住房 140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今年全市消化商品住房目标为 140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
中心城区消化商品住房 70 万平方米，去
化周期与全省同类城市平均水平持平；京
山、沙洋、钟祥分别消化商品住房 15、10、
33 万平方米， 去化周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屈家岭管理区消化商品住房不低于 5 万
平方米，去化周期控制在 16 个月以内。
为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 我市拟定

了三项措施：
支持和鼓励住房合理消费。通过扩大
住房保障覆盖面，在实现对城镇低保和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的基础上，重
点保障新就业大学生和进城农民工等城
市新市民。 大力推行公租房货币化补贴，
引导被保障居民家庭选择购买或租住合
适的商品房。 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
推出
“
农民安家贷”产品，为农民进城购房
提供便利和支持。 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
盖面，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个体工商户
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 支持棚户
区改造范围内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
新购住房，完善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相关
政策，推行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

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建立住宅用
地供应和商品住房库存挂钩机制， 合理
调控土地市场和商品房市场供给。 鼓励
开发企业提升项目品质，建设功能完备、
品质优良、环境优美、绿色环保的现代化
住宅小区，建设节能建筑、装配式建筑和
成品住房（装修房）。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
下， 允许尚未开发的房地产用地依法调
整土地用途，优先用于新兴、养老、文化、
体育等项目用途的开发建设或转为棚改
安置房建设。 允许待开发商业用地，按程
序批准后转型为商品住宅用地， 调整商
住比例。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符合规
划的条件下，将库存工业、商业地产改造
为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将库存商

荆门晚报记者 杨涛

“打 Call 飞扬·海纳佳城”系列报道之二

“
1+1”亲情户型开启隔代新生活
能称之为“家”的优秀建筑，不仅
要能解决人们生理休息、家人安全、生
活品质的需要， 更应满足人们心灵的
慰藉。 换言之，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精神
寄托和归宿。

隔代生活，你是否有这些烦恼

海纳佳城，打造
“一碗汤的距离”
有句话说： 子女和父母最好的关
系是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意思就是
说，从自己家中送一碗汤到对方家里，
汤还是温热的。 那么，为什么要与父母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呢？ 这是因为在
子女和父母双方既有自己独立生活空
间的同时，又能够相互照应。

正在建设中的飞扬·海纳佳城项目
湖北飞扬地产作为逐步成长的荆
门本土地产开发龙头企业之一，先后荣
获湖北省
“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荆门市
房地产开发“
AAA 级企业”等殊荣，其
开发的飞扬·新天城项目被评为“
2016
年度荆门市十佳园林小区”。在
“
荆门天
地”项目正式开启第三代
“
舒适家居”产
品的开发建设，致力于让业主住得更舒
适，并引领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为业
主提供的不仅是一处温馨居所，更是开
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而正在建设的飞扬·海纳佳城，占
地面积约 8.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将第三代“舒适家居”产
品发扬光大，通过医养结合的积极探索
尝试，致力于在“大健康时代”战略转
型，全力进军养生养老复合地产业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飞扬·海纳佳城
推出的
“
1+1”亲情户型——
—子女可以在
自己购买一套住宅的同时，在一个院落
里为父母再购一套 50 平方米左右的精
装小户型。 这样，与父母相邻但不同住，
保持
“
一碗汤的距离”，完美实现几代人
长相陪伴，家庭幸福感自然不在话下！

养生公寓，品质养老不二选择
飞扬·海纳佳城约 50 平方米的养
生公寓，户户向阳，周正实用。 依照国

“致女神——
—感动瞬间 SHOW”

荆门碧桂园
推出母亲节温暖征集活动

一碗汤的距离

在当下，有个不争的“国情”——
—
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刚需中年群体，上
班时，想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下班了，
又希望能和孩子一起玩耍。当孩子大哭
时，希望父母在身边帮忙照顾；孩子最
开心的时候，自己能够陪伴在侧……
白天，我们为工作操劳，回到家，
最希望的就是立马吃上父母做的热菜
热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当日的疲惫与
不堪随之消散；与父母拉家常，唠唠近
况，分享自己的得失……这样的场面，
何其温馨！ 何其惬意！ 何其难忘！
事实上，我们也常常感到烦恼：既
希望和父母一起住，互相有个照应，同
时又担心生活习惯等不同而有隔阂，
进而产生矛盾，一时难以化解。
这些矛盾的对立， 导致如今 70
后、80 后乃至 90 后的三口之家和父
母分开居住的现象非常普遍。 子女独
立，也带来三代亲情分裂、老人独守空
巢、孩子无人照顾、三代亲情断层。 年
轻的夫妻带着孩子不停奔忙于两边老
人之间，如果遇上老人、小孩同时生病
等，更是苦不堪言。 也有一些年轻夫妻
和父母三代同堂居住， 却因隔代生活
产生的思想代沟或城乡起居习惯的不
合，婆媳关系陷入僵局……

品房改造为商务居住复合式地产、 电商
用房、都市型工业地产等。
优化房地产市场发展环境。 支持房
地产企业转型升级， 实现优胜劣汰和资
源优化配置，促使企业做大、做好、做强。
引导有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改变经
营模式或与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合
作，采取“订单式开发”、建立“开发 + 租
赁 + 销售”的多样化运营模式。 培育多元
化住房租赁市场主体， 鼓励住房租赁消
费， 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同
时，持续开展违法建设治理，结合棚改项
目，消除部分存量，加强巡查管控，新增
违建即查即处， 营造有利于房地产市场
稳定发展的良好氛围。

家养老服务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和老人
实际需求建设，品牌环保建材、无障碍
通道、防滑地砖、无高差地面……
居室内均配置独立厨房和无障碍
卫浴空间，室内环境温馨典雅，床榻加
宽软硬适度。 再配以质感柔和的家具，
齐全完备的电气设施， 真正实现拎包
入住，完美契合养老客户需求！
该养生公寓还有紧急呼叫系
统——
—在客厅、卫生间马桶边、淋浴房
均设置拉线式紧急按钮， 紧急情况下
一键即可通知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同
时，在卧室床头边设置紧急对讲机，在
需要帮忙的情况可直接与社区医疗服
务中心联系，实现对讲通话。 即时对家
里的老人、小孩进行必要援助。
同时，放眼飞扬·海纳佳城，毗邻
千佛洞森林公园、温泉新城（规划），
拥享天然绿肺为每位业主健康输送鲜
活氧气。 同时， 项目更注重打造适合
全龄人群居住的内部园林景观， 小区
内大泉泉水蜿蜒、 纵横景观轴贯穿小
区。 养生休闲、 运动健身两大景观组
团，涵盖健康景观步道、健身广场、儿
童游乐等功能。
一家人， 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
起生活，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和谐相处，
老有所乐，少有所需。 飞扬·海纳佳城
让你丰富多姿的人居生活就此开启！

趁父母在，多陪陪他们，让时间停下来，听
父母把话说完，还有很多他们想告诉你的事儿。
虽然这些事微不足道， 却足以丰盈他们久盼的
记忆……
随着 5 月 13 日母亲节的即将到来，荆门碧
桂园发出倡议：一起回家见见父母。 同时，从 5 月
6 日至 5 月 12 日在全城温情推出“致女神——
—
感动瞬间 SHOW”母亲节温暖征集活动。
此次活动， 您在荆门碧桂园官方微信活动
推文留言区分享与妈妈发生过的温暖小故事或
是一些你想感谢妈妈的话语。 经过初步筛选后，
留言区点赞数最高的前 10 位（总赞数截止 5 月
12 日 9：00）， 可在 5 月 12 日—5 月 13 日到荆
门碧桂园销售中心领取价值 128—298 元礼品
一份。 此次活动礼品有美的落地扇、 车载吸尘
器、充电宝等等。
10 年前，荆门碧桂园以力变荆门之心，成为
首个进驻的城市运营行业巨擘，洞见掇刀区先机，
倾力打造凤凰湖畔的低密度醇熟亲水社区。 荆门
碧桂园十载深耕， 终成湖居大城独揽一线湖景风
光，作为荆门唯一大型湖滨社区，独揽 2000 亩凤
凰湖。 凤凰湖湿地公园、生态运动公园、苑区绿色
公园三大公园环伺，给您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荆门碧桂园钜惠感恩荆门，买房即送车位，
收官在即，错过永远不再！荆门碧桂园 240-260
㎡（建筑面积）瞰湖双拼美墅，临湖美墅，一墅封
疆， 全新纯水岸建筑面积约 103-260㎡智慧精
工湖景洋房，火爆热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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