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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海南自在城

装修课堂

2019 第七届海口国际
沙滩马拉松赛盛大开启
11 月 30 日，金地·海南
自在城 2019 第七届海口国际
沙滩马拉松赛在假日海滩鸣枪
起跑。作为本次赛事的荣誉赞
助商——金地·海南自在城携
手“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将海洋、公益、环保与马拉松
体育赛事紧密结合，采用
10.5KM 半程马拉松和 2.5KM 迷
你马拉松两种赛制，并融合了
比基尼跑、二次元跑、夫妻
跑、婚纱跑以及家庭跑五项趣
味形式，打造出一场与众不同
的国际性体育赛事。

历经 2 小时的激烈角逐，半程马拉松男
女最强跑者诞生，中国选手徐统帅以 40 分
32 秒成绩位居第三。
金地集团海南公司城市营销总监王坚
表示，将通过举办本次高品质赛事，加强
与国内外体育组织的交流与合作，让更多
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海南这座滨海花园城市
的魅力。
今年是金地·海南自在城入琼三年之
时，也是金地集团和美丽海南成立的三十一
载之际。秉公益之心，与热爱同行。金地常
年开展“小桔灯”公益助学行动、“弘金地
慈善基金”网球选手培养计划，希望以教育
为未来中国种下万千个美好可能。随着金地

11 月 29 日，2019 中国室内设计周
暨大湾区生活设计节，在“中国家居商
贸与创新之都”佛山市隆重开幕。海南
省室内装饰协会会长周文祥、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抒、常务副会长兼设计委
主任谭武伟、常务副会长兼家装委主任
柯宗石受邀参加。
本届设计周设计节包含“2019 中国
室内设计颁奖盛典”、“中国国际室内设
计高峰论坛”、“第五届亚洲室内设计圆

集团全球战略化布局和 54 个城市的落子，
“金地小桔灯”公益已发展成为了全国性慈
善公益助学品牌，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区域。
今年 9 月，金地“小桔灯”走进大山，为海
南五指山市毛道中心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护
眼灯、图书以及各位爱心使者的关怀；10
月，集团助力世界 WTA 网球赛事在深圳湾
体育中心成功举办；11 月，金地·海南自在
城作为 2019 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的独家
冠名商助推赛事圆满举行。
未来，金地·海南自在城仍将继续秉持
集团的公益大爱之心而不断前行，积极履行
一个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推动海南体育旅
游相关产业发展。

2019
“中国室内设计周”
隆重举办
桌会议”、“明日城市高峰论坛暨第四届
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高峰论坛”、“全国
室内装饰行业工作座谈会”、“华意空间
杯 2020 中国家居产品创新设计大赛”等
核心活动，
“2019 中国室内设计十大年度
人物”
、“2019 中国十强室内设计机构”
、
“中国室内设 Top100”
、“晶麒麟奖”等

新闻热线

权威奖项进行了隆重颁奖。
海南星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
监陈志潇、汉界原语设计机构设计总监
王仁祯入选 2019 中国室内设计青年设
计师 TOP100 榜单。他们将成为海南设
计新力量闪耀在中国室内设计新势力的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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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改造真的
有必要“横平竖直”吗？
有读者朋友的留言提问：排管布线要求横
平竖直，就为了美观吗？
第一，便于后续工程的施工。水电铺设
“横平竖直”是后续工程施工的一道保障。在
不明墙内管线走向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横平竖
直的原则在墙上定位打孔，最大限度地避免伤
及电线。
第二，便于竣工图纸的绘制，以及后期的
维修。现在的家装布线，比以往要复杂的多，
横平竖直走出的线路，条理清楚，可以在竣工
图纸上清晰准确标示出来。竣工图纸最后会交
由业主保存，这样也会便于后期维修。
第三，美观、整洁、实用。比起“两点
一线距离最短”“随机交叉”的排管布线方
式，“横平竖直”的整齐、干净，能让人倍感
安全。
而且，为了更好地解决客户的担忧，好的
装修公司在排管的时候会根据设计图和施工图
合理规划线路。同时，为了避免出现“死线”
的问题，所有线管转弯处采用弯管器弯成
45°弯或用大弧弯链接，确保电线抽动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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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原创

WEY 品牌旗舰店

在 11 月 20 日的广州车展上，广汽三菱发布了焕新升级的新劲炫，并以 9.98 万—
13.98 万极具诚意的价格，为消费者带来更实惠的购车选择。紧接着 11 月 27-29 日，
我们汇聚三亚，
与新劲炫深入亚龙湾腹地，
开启一场妙趣十足的试驾活动。

海口九之源盛大开业

趣发现 乐享不停
试驾广汽三菱新劲炫

沿着三亚的太阳湾滨海路盘山而行，
连续不断的上下坡路和左右急弯，不仅能
体现试驾者的驾驶功力，也十分考验车辆
行驶时的操控性能。新劲炫秉承百年三
菱造车工艺，在动力上优化升级，搭载三
菱 最 新 4J 系 MIVEC 发 动 机 ，与 INVECS-Ⅲ无级变速器组成“黄金动力组
合”，在提供平顺而充沛动力输出的同时，

还能有效保证燃油经济性。
新劲炫的专业SUV底盘采用前麦弗逊
式和后多连杆式四轮独立悬架，
在具有三菱
赛事冠军基因的底盘调教下，
对车辆动态时
的侧倾可以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同时也保
证了极为精准的转向指向性。直接而真实
的路感传递，
让驾驶者可以对路面情况有充
分的感知，
有底气迎接前方每一个弯道。有

全新路虎卫士

国内谍照曝光
日前，我们从国内社交媒体处获取到
了全新一代路虎卫士的国内谍照，新车已
于 2019 法兰克福车展中正式亮相，
其外观

延续了现款路虎卫士方方正正的造型，但
在设计和结构方面则完全采用了现代科
技，
换用了承载式车身结构，
并搭载一系列

着灵活操控性的新劲炫，
在三亚绵延的山路
穿梭中，
尽显
“跑山劈弯”
的驾控乐趣。
一湾椰影三面海，
水琼天碧处处花。新
劲炫在激发驾驶者操控激情的同时，
也用全
方位的安全配置保护着车内每一位成员。
胎压监测系统、同级罕有的 7 安全气囊、
RISE 抗冲撞安全强化车身等设计配备，
让
驾乘者安全无虞，
一路畅享沿途风景。

先进配备。根据此前信息来看，全新一代
路虎卫士将于 2020 年北京车展迎来首发。
在外观方面，
卫士继承了路虎极简主义
的设计思路，
整车线条非常的简单，
但正是
这种简单，
才能够有更长的生命力。在车型
定位方面，
随着新一代卫士的诞生，
路虎家
族分为三个方向，
一个是揽胜为代表的奢华
风格，
一个是发现为代表的多功能风格，
另
一个就是卫士为代表的硬派和耐久风格。

海口九之源 WEY 旗舰店坐落于海
口市琼山大道嘉华汽车城内，使用面积
超过 5000 平方，秉承 WEY 品牌豪华理
念，从店面设计到各项服务，让顾客尽
享安全，智能，豪华，使高性价比豪华
SUV 触手可及。
开业现场，海南九兴汽车集团董事
长林廷武先生，集团董事以及合作伙
伴、媒体、海口 WEY 汽车车主、数百名
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感受 WEY 品牌的
豪华魅力。
海口九之源 WEY 旗舰店设计灵感
来自于“火柴盒式”建筑，其外观“船首
式三角结构”设计如扬帆的船头，大气
宏伟；运用“立体浮雕形式”打造而出的
整体玻璃幕建筑体，以雕塑感的流畅线
条，让 WEY 的终端店面独树一帜，售前
展厅与售后车间浑然一体，通过简练、
精巧的结构展现出现代感与时尚感，别
具豪华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