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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当人们奔波于
忙碌中，规划这一年的收成，转眼，徐
徐抵达的2016已经用掉四分之一。
回望一季度，2016年中国房地产企
业销售 TOP100 发布，亮点颇多。
656.7亿元、756万平方米，这是恒大
地产一季度交出的答卷。克而瑞研究
中心发布了《2016年一季度中国房
地产企业销售TOP100》数据显示，
一季度恒大地产销售面积列全国榜
首，销售金额位居第二。势头之猛，可
是说是雷霆万钧。

当房地产行业步入深度调整期，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已是常态。在这
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唯有恒强，才
能守住一方霸业，傲视群雄。“这是最
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当行业
洗牌不断加速，对弱者来说，是荆棘
遍地的难关，对强者而言，则是逆势
拓展的契机。

2016年年初，在市场不胜明朗
之时，恒大定下2000亿元的销售目
标，即便在2015年恒大已成为2000
亿房企，仍震惊四座。而一季度，恒大
以656.7亿元的惊人数据，为这个目
标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从一季度
恒大的销售数据来看，全年业绩爆
表，不在话下。

同样在一季度，创造季度新高的
恒大海南公司，表现亦可圈可点。在
这个楼市不断传来利好的几个月里，
恒大海南公司为响应恒大地产集团
回馈广大业主让利于民的决策，连续
推出老带新、购房送家私、送精装等
多重大优惠，让海南楼市沸点不断，
业绩再创新高！也在全国掀起了一波
海岛度假生活风潮。

恒大地产自2009年进驻海南，
七载砥砺，精心打造海口恒大外滩、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恒大美丽沙、

恒大海口湾、恒大御景湾、恒大海上
帝景六大高端精品度假项目，为海南
楼市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迎着
初夏的暖阳，恒大海南公司还在继续
冲刺，6盘联动狂销，销售依旧火爆。

恒大海口湾——海口地标性建
筑群体

恒大海口湾坐拥3.2公里滨海带
状公园，地理位置优越，北侧直面浩
瀚的琼州海峡，南侧背靠海口国贸、
世贸CBD中心区域以及海口的高档
住宅区，东侧接临游艇酒店区，西侧
紧临未来的国际邮轮码头秀英港，可
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坐享海口优
质的醇熟配套设施。

为回馈全国人民朋友长期以来
对恒大集团的支持与厚爱，恒大地产
旗下项目恒大海口湾，全城钜献！现
在购买恒大海口湾海景美宅，随房赠
送高达15万元的品牌家私券（曲美、
华纺等家居品牌），实现真正拎包入
住！同时，更有多重豪礼享不停：豪装
大宅266㎡（建筑面积），仅余二席。
滨海稀缺金铺钜惠55折，酒店式公
寓 9800 元/㎡起，送 2000 元/㎡精
装。购房要趁早，最佳时机错过不再！

恒大文化旅游城——国际旅游
岛都荟综合体

大社区、大配套、过硬产品质
量，9A精装、满屋品牌，高性价比、
无理由退房……居城市中心，从医疗
保健、教育培训到餐饮娱乐、购物休
闲，立体化交通网络，让你的出行、出
游更便捷无忧，恒大文旅城，只为你
悦享完美的旅居生活。恒大海口文化
旅游城热销新品火爆加推！最后一栋
LOFT楼王单位，特惠价9700元/㎡
起，送3000元/㎡精装，买一层送一
层，精品家居拎包入住，真正实现悠
闲生活一步到位！5#楼洋房准现房火

力加推！73-126㎡（建筑面积）花园
美宅户户皆带飘窗、超大景观阳台，
起价 7388 元/㎡，送 1600 元/㎡精
装，180-224㎡湖畔别墅23000元/
㎡起，购房送最高15万家私券（曲
美、华纺等家居品牌）！

恒大外滩——让品质人生不期
而遇

海口恒大外滩，位于海口市龙华
区繁华核心的外滩地带，区位优越：
周边有万绿园、世纪公园、滨海公园
三大主题公园环伺，且位于国贸、金
贸、友谊三大商圈的叠加区域，临近
世纪大桥、渡海路，交通便利。为了满
足客户一站式生活需求，社区还设有
2万平米生活商业街、1200平米国际
标准泳池运动场、2.2万平米热带风
情园林和280平米运动健身休闲广
场等各类生活配套，真正为居者生活
提供全方位的悉心呵护。

恒大外滩 77—145 平（建筑面
积）精装瞰海美宅，10888元/平起，即
可拥揽270度河海双域盛景。更赠
1600元/平精装，购房专享“购房送家
私”优惠，送最高达6万名品家私（曲
美、华纺等家居品牌）！4月30日至5
月2日，恒大外滩将盛大举办“我是
范，我的时代”风尚生活体验尊享会，
届时风情旗袍秀、现代艺术展、慈善拍
卖会、趣味乐高、人偶巡展将隆重上
演，更有国手作画相赠、家庭推杆乐、
意念赛车、韩式花束等您玩转，活动期
间成交更能砸金蛋抽大奖！黄金小长
假，恒大外滩邀您亲身体验上流品质
生活，我们诚挚恭候您的光临！

恒大御景湾——长寿乡的温泉
度假城

恒大御景湾，海口西海岸延长线
盈滨半岛度假区之上的温泉养生度
假城，为您送上家门口的温泉—水景

庭院温泉泡池，引自天然底下深层温
泉水，让人人皆可居家泡温泉。恒大
御景湾精心打造359亩双海度假生
活社区，41万平米低密度陆欧风情
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10万平米优
雅皇家园林，并设国际双语幼儿园、
大型商业街、健身养生休闲会所等配
套，集衣食住行、旅游休闲娱乐等多
功能于一城，自住投资两相宜。

48-112㎡（建筑面积）温泉养生
瞰景美宅，均价6400/㎡，更送1600
元/㎡升级精装及2万元全套品牌家
私券（曲美、华纺等家居品牌），置业
省钱又省心! 29万/套起惠动全国，
作为海南火热的楼盘之一，恒大御景
湾本周将给楼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
弹”：57号楼即将震撼加推，108㎡
（建筑面积）三房二厅一厨一卫、50
㎡（建筑面积）一房一厨一卫等经典
养生户型再掀抢购热潮！

项目热线：0898-3163 9999
项目地址：海口市西海岸·盈滨

半岛旅游度假区二环路
恒大海上帝景——亲海而居的

人居胜地
恒大海上帝景作为恒大第一个

热带滨海项目，高贵的血统和气度与
生俱来，卧根于大三亚清水湾中心福
祉，据守湾区优越地理位置，集萃湾
区众多国际资源配套，将居住、健身、
商务会晤、休闲、度假、养生等功能融
为一体，是醇熟湾区的大成之作。凭
借千亿湾区的精彩，坐拥山、海、湖等
珍稀资源，揽胜7大五星级酒店、3大
标准18洞高尔夫球场、780席泊位
的游艇码头、全业态风情商业街、中
央公园等湾区配套，规划136000㎡
（建筑面积）欧陆园林，48000㎡（建
筑面积）星级酒店，24000㎡（建筑面
积）爱琴湖，18000㎡（建筑面积）生

活主题会所、7200㎡（建筑面积）园
区休闲设施等生活配套，将瞰海公
寓、观山洋房、湖畔联排别墅、产权
式酒店等度假业态点缀在大美山海
中，谱写度假生活的欢歌，成就湾区
的争藏品。

恒大海上帝景最强优惠措施到
来！员工推荐享2%的现金奖励，新业
主享额外98折优惠。项目即将开盘！
认筹1万享开盘85折，最高送20万
元家具券（曲美、华纺等家居品牌）！
购买5000元E金券额外享受96折！
60-110㎡(建筑面积)瞰海公寓8888
元/㎡起，送全屋精装。109-153㎡
（建筑面积）花园洋房，150-153㎡
（建筑面积）湖畔别墅同步发售！

项目热线：0898-8336 3333
项目地址：三亚市清水湾英赤路
海口恒大美丽沙——300亩城

市滨海度假城
恒大美丽沙独享 10里黄金海

岸，容纳3大公园、7大广场、6所全
学龄国际学校、10㎡（建筑面积）滨
海风情商业街、国际疗养中心、超高
层海景酒店、高端游艇码头等顶级配
套。并拥有65-160㎡（建筑面积）瞰
海美宅、54-130㎡（建筑面积）亲海
洋房、266-270㎡（建筑面积）流水叠
墅、406-570㎡（建筑面积）养生独栋
等多元化至臻房型。醇熟的配套，稀
缺的海岸资源和海景房，成就了持续
热销中的滨海盛盘！

万众瞩目的恒大无理由退房一周
年来临之际，海口·恒大美丽沙89折大
优惠，再送最高15万家私（曲美、华纺
等家居品牌），送2000元/㎡精装，还
有恒大饮品、粮油等豪礼恭候您！

全球热线：0898-6615 8888
项目地址：海口市海甸岛碧海大

道29号（世纪大桥向北至海边）

千亿时代恒大强劲势头领跑行业
海南恒大六盘联动，引领度假生活风潮

暂停资格直至里约奥运会后

在WADA的声明中称，暂停北京兴奋

剂检测实验室的决定即刻生效，“将禁止北

京反兴奋剂实验室执行任何与WADA有关

的反兴奋剂活动，包括对任何尿样和血样的

检测分析。在资格暂停期间，样本需要转移

到其他有资质的WADA认证的检测机构。”

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是中国唯一取

得WADA认可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北京

兴奋剂检测实验室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反

兴奋剂中心。

WADA表示，在北京实验室“停牌”

期间，实验室需要按照纪律委员会的要

求，在五个方面进行整改。如果北京兴奋

剂检测实验室满足纪律委员会的这些要

求，可以在四个月的停牌届满前申请复核。

由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放弃上诉，也

意味着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注册资格将

暂停4个月，直至8月20日。由于里约奥

运会将于8月21日闭幕，这也意味着，北

京实验室恢复资格至少将在里约奥运会后。

考试“不及格”导致“停牌”

对于此次被暂停资格，北京兴奋剂检测

实验室也在22日中午发表声明称：由于在

2015年10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组织的双盲

考试中报告两个假阴性结果，据此WADA

决定，自2016年4月21日起暂停实验室检

测资格，时间不超过4个月。这个声明简单

说，就是因为在WADA组织的考试中“不及

格”，所以被“停牌”。

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此前表示，实验

室出现假阴性结果报告，首先是当时技术上

出了问题，检测方法没有及时跟上WADA

的最新技术要求。其次，在审阅仪器分析结

果时出现疏忽，报告了假阴性结果。

“这个技术灵敏度低，打印出的图谱特

征性不强，极个别药品的人工辨别难度

大，所以出现了失误。”实验室主任徐友宣

解释道。他表示，现在实验室已经全部按

照最新技术文件要求工作，进一步提高实

验室检测能力，满足新标准。 （据澎湃网）

什么是假阴性
样品实际为阳性结果，但报告称阴

性，即阳性物质未能被检测出来。

什么是双盲考试
双盲考试是 WADA 在不通知实验

室情况下，将考试样品混在普通样品中

送到实验室。根据流程，实验室无法知

道哪些为考试样。

技术考试不过关情况多见吗
目前全球有35家WADA认证实验

室，其中 19 家曾被吊销或者暂停资

格。目前 WADA 每年组织三次单盲考

试和至少两次双盲考试。 （据新华社）

考试“不及格”

被“停牌”
4月22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发布声明，宣布暂停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注册资

格，期限最长4个月，理由为实验室未能符合WADA相关标准。随后，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发表
声明称，此次被暂停注册资格，主要是因为在去年10月WADA组织的考试中不合格。

小丁没等到梁文博
下轮迎战老苦主

“德比”失约
4月22日晨，2016年斯诺克世锦赛

结束第一轮的所有比赛，赛事十六强全部

产生，中国选手梁文博在第一阶段6：3

领先的情况下，总比分8：10负于特鲁姆

普止步首轮。按照对阵签表，如果梁文博

取胜，他将和丁俊晖上演世锦赛上的中国

德比，现如今，丁俊晖的对手将是特鲁姆

普，后者也是丁俊晖在世锦赛上的苦主。

从资格赛三连胜再到首轮出局，梁文

博以令人惋惜的比分结束了自己的本次世

锦赛征程，依旧没能刷新自己在世锦赛上

的最好成绩。

没有等来梁文博，小丁等来了自己世

锦赛的苦主。世锦赛上，丁俊晖两次和特

鲁姆普交手，均以输球告终。2011年世

锦赛半决赛，丁俊晖在15：14领先情况

下连输3局，以15：17落败。去年的世

锦赛，丁俊晖更是以4：13惨败于特鲁姆

普，无缘世锦赛四强。 （据法制晚报）

琼中武术大会开打
百余习武者亮绝招

南国都市报4月22日讯（记者 吴岳
文）21日，2016年琼中武术大会在琼中黎

母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来自琼中、屯昌、

万宁三个市县的武术协会会员和武术爱

好者100多人齐聚黎母山，传承武术文化，

倡导全民健身。在表演赛上，参赛队员用

精湛的武技为观众表演了双人蝴蝶双刀、

黎家拳、太极剑等武术项目。

北京兴奋剂实验室

北京实验室被“停牌”客观上影响
了中国在反兴奋剂工作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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