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梦想中的房子照进现实
酷热的气温让人更加不愿意出

门，与其宅在屋里吹空调不如来弘阳
广场购房节吧，弘阳广场第一场“超
级夜总惠”就给龙城购房者提供了纳
凉好去处。

上周六（12日）晚上弘阳广场第
一场“超级夜总惠”在弘阳广场售楼
处举办，由于优惠力度空前，很多读
者在活动开始前一个小时就到现场
了，稍晚一些到的读者连站的地方都
找不到。

有戏！力减1万

据了解，本次“超级夜总惠”吸
引了许多在常州工作的白领们的注
意，下午下班后他们手握购房抵用
券直奔售楼处，向销售人员进一步
了解情况。

据了解，此次“超级夜总惠”专门

为《常州日报》《常州晚报》的读者给
与了独家优惠，凡是在现场成功认购
的客户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常州日报社
争取到的交 5000力减 500元 /平米
优惠；另一方面，凭加盖报社印章的
“超级夜总惠”抵用券，可额外减免 1
万元购房款。

白领蒋小姐对本次“超级夜总惠”
表示了高度的认可，“ 还是常州日
报社的电商活动给予的优惠多啊，以
前也看过很多楼盘，但很多优惠都是
‘噱头’，不靠谱，而你们给的优惠是
真实在。”蒋小姐在活动现场当场交
了诚意金，还准备让身边的同事一起
加入其中。

莫急！活动在继续

虽然第一场“超级夜总惠”活动已
圆满落幕，但电商活动仍在继续，错

过第一场活动的读者们千万不要再错
过常州日报社独家争取的电商优惠。

弘阳广场项目所处中吴大道，是
政府斥资 22.5亿打造的“集聚的核
心功能聚合轴、繁华活力型城市形象
带”，被誉为常州未来“黄金带”；所
处长江路节点是城市新主轴的商贸
核心段，预计未来导入新居住人口超
过 50万，片区势必成为集合家庭聚
居、商业休闲、公共文化、城市商务
的都市示范区，领衔常州南部城市之
脊兴起。

据了解，凡是在 7月 1日到 8月
31日两月内，参与盛夏特惠购房季的
客户均可以享受弘阳广场给予的前所
未有的独家优惠即交 5000力减 500
元 /平米电商优惠。房源类型是
85-135平米，不分楼层。

咨询电话：4008602702
15995062725

首场“超级夜总惠”一晚抢掉85%！

日前，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渠道出现“红星美凯龙董事长车建新涉
嫌合同诈骗被举报”等传言。对此，我公司严正声明，我公司是一家诚实守
信、规范经营的家居建材流通业企业，网上相关传言严重失实、纯属捏造，
我公司及董事长车建新先生从未涉及所谓的合同诈骗行为，更未接到过
相关政府和司法机关协助调查的要求。对于相关公司、自然人和媒体捏

造、歪曲事实，恶意诋毁公司声誉的行为，公司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4日

严正声明

安欢渎桥被碾压开裂下沉
19、283、310路公交调整

华山路封闭施工

本报讯 今天起，公交临时调整
19路、283路和310路。据了解，受地铁
1号线建设影响，华山路部分路段封
闭施工，预计工期1个月，因此临时调
整19路公交。同时，受牛塘新乐路封
闭施工及安欢渎桥塌陷影响，临时调
整公交283路和310路，新乐路封闭施
工要至今年11月底结束，安欢渎桥恢
复预计100天。

19路：由红梅公交中心站始发，
经原线行驶至辽河路龙二路路口时，
临时调整行驶经龙二路、龙魏路至龙
魏路华山路后，再按原线行驶至锦海

星城站往返。同步撤销华山路辽河路
双向停靠站，并将腾龙苑西向站牌向
东迁移50米。

283路：由湖塘乐购回车场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湖滨路大通西路路口
时，临时调整行驶湖滨路、人民西路至
人民西路新乐路路口后，再按原线行
驶至西山寺往返。临时撤销牛塘信用
社、牛塘菜场双向停靠站。

310路：由常州客运中心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大名路人民路路口
时，恢复行驶大名路、嘉村路至赤岸
里往返。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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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目前已到购房好时机
住宅成交均价6796元/平方米

上半年市区商品房销量居全省第3、江浙沪第5———

本报讯 据市房管局昨天发布的
数据，我市楼市虽然出现了调整，但下
降幅度相对较小，市区商品房销量在
全省和江浙沪城市中的排名没有发生
变化，依然是全省第3、江浙沪第5。业
内人士表示，我市房价可下降的空间
不大，目前已到了购房的好时机。

在江浙沪25个城市销量中———

我市仅低于沪、宁、苏、杭

今年上半年，市区商品房及商
品住房销售备案面积分别为305.6
万平方米和250.74万平方米，同比
分别下降6.63％和11.25％。这一销
量在全省13个城市中，仅低于南京
和苏州，排名第3；在江浙沪25个城
市中，仅低于上海、南京、苏州、杭
州，排名第5。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投资和销
售普遍出现回落走势，包括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一线热点城市，商品

房销量同比出现了30%左右的大幅下
降。我市楼市同样也出现了调整，但是，
成交量仍处于均衡状态。从公积金使用
率来看，我市也比周边城市高10%，刚需
客户的购房需求仍较旺盛。

路劲地产常州公司总经理任强说，
在全国楼市的压力下，我市销量排名并
没有出现变化，说明常州楼市是一个有
容量的市场。

上半年市区供销比为
1:0.93
从供应量来看，今年上半年市区商

品房批准预售面积361.51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19.99％；商品住房批准预售面积
268.6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2.39％。

上半年新增供应降幅明显大于销量
降幅，表明市场已经在发挥调节作用，开
发企业均在有意识地减少推盘，减轻市
场的压力。上半年，我市市区商品住房的
供销比为1:0.93，与去年的1:0.76相比，
去化效率明显提高。

我市去年提出的土地限量供应政
策，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有效实施，此前
的存量赢得了消化的时机，也为楼市调
整带来了机遇，商品住宅市场未来上行
空间明显。任强表示，土地限量供应为楼
市回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商品住房均价6796
元/平方米,在全省排名
第5
从成交均价来看，上半年常州市区

商品房及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分别为
6854元/平方米和6796元/平方米，同比
分别下降7.15％和5.82％，市区商品住
房销售均价在全省仍排名第5。

虽然均价下降，但有改善需求的市
民发现，好楼层、好户型并没有便宜。12
日，市民尚女士认购了弘阳广场一套
105平方米三房，虽然签约价离自己的
心理价位还有几百元的差距，但老夫妻
不想等了，“万一被人家抢了呢？”

上半年成交均价降低，受特价房成交

比例大幅上升影响很大。今年以来，全国
房地产市场均出现快速下滑，房地产信贷
也进一步收紧，给我市地产开发企业带来
了很大压力。为了尽可能完成年度销售指
标，部分大型房企采取了激进的特价房促
销策略，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跟进，使得
上半年特价房成交比例大幅上升。加上
去年上半年是全年的成交高峰，成交均
价基数较高，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商品
房成交均价同比出现了下滑。

房价已无下降空间
目前是购房好时机

对于下半年的走势，记者走访了多
位业内人士。他们均表示，我市房价已无
下降空间，近期是购房的好时机。

家住卜弋桥的杨先生11日在路劲·城
市主场签下了一套112平方米的2+1户
型给儿子当婚房。他出手前考察了整个
上半年的行情，“其实这半年楼盘给的优
惠幅度并不大。”他说，趁着现在选择面
还算宽裕赶紧出手。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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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州市中心开设2家展厅
展厅内建设充电桩
*+

型低配车价
*,

万元#以后还会有
%-

万元车型

特斯拉确定：

本报讯 美国汽车产业新星———
特斯拉正在大举进军中国市场。昨天，
记者从特斯拉在中国的租赁战略合作
伙伴———江苏宝润新能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获悉，年内，特斯拉将在常州闹
市区开出2家城市展厅，并同时启动

电动汽车租赁服务。
作为一款超炫极酷的电动汽车，特

斯拉在常州已超过10辆。上半年，仅从
江苏宝润渠道销出的特斯拉已有9辆。

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均不以4S店
形式示人，而是以城市展厅亮相。目前，

特斯拉在南京、无锡、苏州建有城市展
厅。其中，南京城市展厅为特斯拉自建，
今年9月份亮相，并将在南京不同城区
开建3个超级充电站。

常州特斯拉城市展厅选址闹市中心
区，展厅内建设充电桩；而独立的充电站

暂无建设计划。对于购车用户，只要有独
立车位的，服务商可以帮助安装壁挂，或
是落地型充电桩设备，每台设备约6000
元左右服务费用。

据介绍，特斯拉在国内市场的各
款车型价格统一。目前，在常州市场上
亮相的特斯拉车型共3款，即60、85和
P85型。其中，60的最低配车价65万元
左右。明年，特斯拉SUV车型亮相常
州。2016年，还将会有40万元的车型推
向市场。

作为服务商，江苏宝润将启动电动
汽车租赁服务，首批租赁对象为在常的
外企高管。租赁费用参照南京标准执行：
每月1-2万元左右。

此外，特斯拉还推出以租代售服务
模式，但月租费较高，在3-4万元左右。

!孙东青"

打通“最后一公里”
走好“最后一步路”

市人社局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14日，市人社局党组召
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
主生活会，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邓志
兵全程参加并作指导。邓志兵指出，要
充分运用民主生活会成果，把解决作
风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
来，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保
障、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切实解决
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最后
一步路”问题。

市人社局是邓志兵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联系点。他多次深入该局调
研指导，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明
确要求。会前，邓志兵审阅了局党组班
子和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市人社局广泛征求意见，
先后召开座谈会46场次，征求意见
520人次，梳理汇总意见建议241条。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市人社局党
组班子及其成员逐一对照检查。大家
开诚布公查找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

都不兜圈绕弯、不拐弯抹角，并且深刻
剖析原因，提出了整改措施。

邓志兵全程认真听取发言，并逐
一点评。他表示，这是一次严肃认真、
气氛和谐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开出了
好的氛围、好的效果，收到了照镜正
容、洗澡除尘、出汗排毒、醒脑治病的
效果。

邓志兵强调，这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但不是终
点，要立说立行立改，全力抓好问题整
改；要抓紧抓细抓长，全力加强作风建
设；要践行“三严三实”，全力加强班子
建设。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转变作风
的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力，着力在深入深化上下更大功夫，
真正做到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

省委督导组副组长唐明珍全程参
加专题民主生活会。他指出，人社局党
组班子要思想认识再提高，以身作则，
带头整改，把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入，
确保取得实效。

省委督导组其他成员和市委督导
组成员参加民主生活会。

!常人社 韩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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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车建新
被举报传言纯属捏造
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红星美凯龙昨天严肃澄清———

本报讯 针对热传的“红星美凯
龙董事长车建新被实名举报”爆料，昨
天上午，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首次作出
回应：网上相关传言严重失实、纯属捏
造，该公司及董事长车建新先生从未涉
及所谓的合同诈骗行为，更未接到过相
关政府和司法机关协助调查的要求。

本月8日，有“自媒体”说，红星美凯
龙的合作伙伴———潍坊凯利置业总裁叶
曙光微博爆料，“红星美凯龙公司董事长
车建兴惨遭刑事举报”，并表示“案件正
在初查之中”，并附上举报材料全文。

记者了解到，本月14日上午，潍

坊寒亭区政府及公安机关召集有关各
方召开专门会议表示，相关爆料言论
没有事实证据，支持红星美凯龙以正
当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此外，爆料中
提到的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府机构
和公安机关对所谓举报均不予受理。
爆料人叶曙光甚至并非凯利置业总
裁，无任何任命文件。凯利置业内部也
有人员称，前述爆料均系叶的个人行
为，特就此向红星美凯龙以及广大商
户表达了口头歉意。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底经山
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政府招商
引资， !下转

!(

版"让梦想中的房子照进现实
酷热的气温让人更加不愿意出

门，与其宅在屋里吹空调不如来弘阳
广场购房节吧，弘阳广场第一场“超
级夜总惠”就给龙城购房者提供了纳
凉好去处。

上周六（12日）晚上弘阳广场第
一场“超级夜总惠”在弘阳广场售楼
处举办，由于优惠力度空前，很多读
者在活动开始前一个小时就到现场
了，稍晚一些到的读者连站的地方都
找不到。

有戏！力减1万

据了解，本次“超级夜总惠”吸
引了许多在常州工作的白领们的注
意，下午下班后他们手握购房抵用
券直奔售楼处，向销售人员进一步
了解情况。

据了解，此次“超级夜总惠”专门

为《常州日报》《常州晚报》的读者给
与了独家优惠，凡是在现场成功认购
的客户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常州日报社
争取到的交 5000力减 500元 /平米
优惠；另一方面，凭加盖报社印章的
“超级夜总惠”抵用券，可额外减免 1
万元购房款。

白领蒋小姐对本次“超级夜总惠”
表示了高度的认可，“ 还是常州日
报社的电商活动给予的优惠多啊，以
前也看过很多楼盘，但很多优惠都是
‘噱头’，不靠谱，而你们给的优惠是
真实在。”蒋小姐在活动现场当场交
了诚意金，还准备让身边的同事一起
加入其中。

莫急！活动在继续

虽然第一场“超级夜总惠”活动已
圆满落幕，但电商活动仍在继续，错

过第一场活动的读者们千万不要再错
过常州日报社独家争取的电商优惠。

弘阳广场项目所处中吴大道，是
政府斥资 22.5亿打造的“集聚的核
心功能聚合轴、繁华活力型城市形象
带”，被誉为常州未来“黄金带”；所
处长江路节点是城市新主轴的商贸
核心段，预计未来导入新居住人口超
过 50万，片区势必成为集合家庭聚
居、商业休闲、公共文化、城市商务
的都市示范区，领衔常州南部城市之
脊兴起。

据了解，凡是在 7月 1日到 8月
31日两月内，参与盛夏特惠购房季的
客户均可以享受弘阳广场给予的前所
未有的独家优惠即交 5000力减 500
元 /平米电商优惠。房源类型是
85-135平米，不分楼层。

咨询电话：4008602702
15995062725

首场“超级夜总惠”一晚抢掉85%！

日前，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渠道出现“红星美凯龙董事长车建新涉
嫌合同诈骗被举报”等传言。对此，我公司严正声明，我公司是一家诚实守
信、规范经营的家居建材流通业企业，网上相关传言严重失实、纯属捏造，
我公司及董事长车建新先生从未涉及所谓的合同诈骗行为，更未接到过
相关政府和司法机关协助调查的要求。对于相关公司、自然人和媒体捏

造、歪曲事实，恶意诋毁公司声誉的行为，公司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4日

严正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