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房产
责编/版式 陈志迅

453782753@qq.com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A05

本报讯（记者陈立华）与海口隔海相
望的滨海温泉度假钜作鼎龙·天海湾即将
在4月20日迎来示范区开放和盛大开盘，
一线海景洋房，户户看海，拎包入住，开启
轻奢度假旅居生活。

徐闻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传承贸易
古港的历史重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未
来必然要承担国内货物进出海南自贸区
的中转功能，最先承接海南国际旅游需求
外溢，每天往返海南岛的客流量对于徐闻

是一个重大机遇，也将带动徐闻房产快速
发展，徐闻的未来发展将不可估量。

在全球稀缺一线天然海岸线的背景
下，鼎龙·天海湾依靠自身独特的自然优
势，势必成为下一个全球旅居度假目的地。

鼎龙·天海湾项目总规划占地约
6000亩，首期规划46-116㎡一线海景洋
房，拎包入住。项目配套也十分完善：有
滨海温泉乐园，可以与家人进行全季节、
全年龄的多元亲水体验；有温泉会所，是

父母颐养天年的好去处；有天海商业街，
体验购物乐趣；有星海沙滩，尽享海天一
色；有海上酒吧，举杯相望，纵览无敌海
景；有海上果岭，每天吸着负氧离子伴随
海风与家人享受挥杆乐趣；有舒奢游艇，
体验驰骋海上世界；有彩虹停机坪，体验
横跨琼州海峡，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天际
旅行。

4月20日，示范区开放暨盛大开盘，
正火热认筹中，认筹3万享9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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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选靓房

城市主干道作为城市交通的主要承担
者，对缓解和改善城市交通起着重要作
用。正在建设的湛江大道不仅担负打通霞
山、赤坎和麻章交通“任督二脉”的重任，还
是未来助力沿线老城区发展的新引擎，为
城市扩容提质、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利好。

湛江大道：将城市交通与发展融为
一体

湛江大道一路贯通南北，起点在宝满
村，往北延伸与新湖大道、百蓬路、湖光快
线、西城快线、瑞云南路、南方路、麻赤路、
金康路等相交，终点与湛江疏港公路相
接，全长21.916公里，全程不设红绿灯，
未来霞山到麻章仅需15分钟。这不仅有
效提高了城市内部交通疏导能力，为城市
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更成为霞山发展
的全新引擎。

湛江大道建成后将在市区西侧形成真
正贯通南北，流通性较强的城市快速路交
通系统，成为我市“双环＋十字＋十八射”
骨架路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交
通有效地与外围的道路系统融为一体。这
对改善及完善城市的道路交通格局，改善
区域生态景观，以及临港工业园、霞山工业

园和麻章城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尚居：蓄势待发，畅享湛江大
道红利

不少市民对这条打通城市交通“任督
二脉”和“高颜值”的快速通道关注度非常
高，认为湛江大道作为城市快速通道，将
给整个城市特别是毗邻湛江大道的霞山
西区带来发展红利，联通区域产业经济发
展，助力城市发展实现腾飞，使得这片区
域价值变得寸土寸金，发展前景看好。

座落在“霞山之心”的城市尚居花园，
揽霞山主城区城市繁华，就近湛江大道带
来的出行便利，坐享巨大发展空间，四通
八达，地段优势十分优越，便捷惠民，未来
价值可期。

今年是金豪地产20周年。为感恩全
城20载的呵护和陪伴，城市尚居花园作
为金豪地产“城市系”精品楼盘又一杰作，
此次联合湛江日报社打造好房节专场，给
湛江市民带来更优惠买房价格。城市尚
居花园现售二期精装产品 83-114㎡，
3-5房加1智变户型，价格10600元/㎡
起，在一期产品的基础上更精益求精，再
掀购房热潮。 本报记者 陈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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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公积金贷款收紧的“靴子”终于
落地。日前，国管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
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进一
步优化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对二
套房贷款实行“认房又认贷”，二套房首付
比例调整为最低六成且最多贷60万元。
新政自2019年4月15日起执行，以网签
日期为准。

变化一：账户连续缴存半年以
上方可申请贷款

贷款申请条件的调整，是新政的第一
个变化。

根据规定，借款申请人申请贷款时应
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且本
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处于正常缴存状态；或
经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资金中心）审核同意，处于缓缴、封存
或者退休销户状态的缴存职工。

同时，借款申请人夫妻双方无尚未还
清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和政策性
贴息贷款。

变化二：
二套房认定“认房又认贷”
和此前北京市属公积金一样，此次国

管公积金中心也将二套房的认定标准调
整为“认房又认贷”。

新政规定，借款申请人家庭（包括借
款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北京市
无住房且夫妻双方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
（包括商业性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
记录）的，按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

借款申请人家庭在本市无住房且名
下仅有1笔住房贷款记录的，以及在本市

仅有1套住房且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或仅
有同一套住房贷款记录的，按二套住房贷
款政策办理。换句话说，曾经贷款买过
房，无论是商贷还是公积金贷，现在卖小
买大，从4月15日起按二套房认定。

被认定为二套以上住房的，不予贷款。

变化三：
二套房最多贷60万
新政此次也同时调整了首付款比例。
首付款方面，根据规定，借款申请人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购房总价的20%；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之外
的首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
价的30%；购买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
不低于购房总价的60%。借款申请人购
买存量房屋的，购房总价以房屋评估值和
购房合同总价两者中较低者为准。

贷款额度方面，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额
度为120万元，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二套
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60万元，贷款利率
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1倍。

此外，在保证借款申请人基本生活费
用的前提下，根据借款申请人所申请贷款
金额、期限及适用利率，按等额本息还款
法计算的月均还款额不应超过借款申请
人月收入的60%。

同时，贷款期限不得超过25年，最长
可计算到借款申请人法定退休年龄后5
年，最高不得超过65周岁。

不变：支持购买政策性住房
“房住不炒！”和以往一样，新政也再

次强调要支持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
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的，确定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额度时不考虑缴存余
额、缴存年限、配偶缴存情况及调节系数
等因素。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包括按经济适用
住房管理的住房）申请贷款，按首套住房
贷款政策办理；购买共有产权住房等政策
性住房申请贷款，按借款申请人名下实际
住房和贷款情况确定贷款适用政策。

购买政策性住房办理贷款实行自动
阶段性担保。材料齐备的，从申请到发放
的办理周期不超过8个工作日。

优化：申请贷款无需提供身份
证复印件等

对国管公积金缴存职工来说，好消息
就是进一步精简证明材料。

新政明确，借款申请人申请贷款时，只
需携带身份证明、婚姻证明、购房首付款证
明等材料原件，无需提供复印件，其他贷款
申请材料清单见附件；借款申请人一方在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无需提供《住房公积金个人查询单》；通
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转入
资金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原
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开具的《异地贷款职
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部队转业人
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间不满足相关规定
的，提供转业证，无需提供其原所在部队开
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此外，借款申请人到贷款经办银行网
点办理贷款申请手续时，自愿选择开通
EMS免费邮寄《借款合同》服务的，贷款
发放后不必到银行网点领取，实现贷款办
理“只跑一次”。 （人民日报）

国管公积金国管公积金
二套房二套房““认房又认贷认房又认贷””

资料图片。

春季天气干燥，容易虚火上升。不
少人认为，清火要多吃些苦味食物。事
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上火属于热证范畴，中医认为人体
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就会出现上火，表
现出一系列诸如咽干咽痛、眼目红赤、
口干舌燥、牙痛、口疮等症状。苦能泄、
能燥、能坚，具有清热泻火、泄降气逆、
通泄大便、燥湿、坚阴等作用，一般对于
热证、火证、咳喘、便秘、湿证、阴虚火旺
的人群可以适当地食用。苦的东西，一
般都偏寒凉，所以有一部分人上火可以
通过“吃苦”来解决。这类人有共同的
特点，比如平日喜寒恶热、容易咽干口
燥、喜欢吃凉食，或容易长粉刺、痤疮，
大便干结或黏腻不爽等，他们的体质属
于阴虚质或湿热质，上火可以通过“吃
苦”清除。

有适合“吃苦”的，就有不适合的。
任何入口的食物，都是通过脾胃消化吸
收，长时间少量使用、短时间大量使用
或者不合条件地使用苦味食物会导致
脾胃阳气受损。因此，脾胃本就不好的
人群，“吃苦”清火并不是最佳选择。

还有的人耐热不耐寒，平时比别人
更怕冷，吃喝都喜欢温热的；或者平日
慵懒倦怠、身体肥胖、皮肤油腻、面色晦
暗、皮肤干枯等，这些属于阳虚、气虚、

痰湿、血瘀体质，盲目食用苦味食物清
火，会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因此，对于阴虚体质和湿热体质的
人群，如果上火可以通过吃苦去火，比如
吃苦瓜、莴苣、山慈菇等。也可以食用百
合银耳莲子粥、冰糖银耳粥等。还可以
用清热去火的中药，如栀子、金银花、野
菊花、莲子心、西洋参等，取其中1~2味、
各5~10克泡水代茶饮。不适合“吃苦”
的人群，也有对应的去火方法。

1.刮痧。在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循
行部位，或在上火的局部及该部位对应
的经络处刮痧。

2.艾灸。有些上火属于体内的火、
热、气郁积于上，从而导致口鼻干燥、咽
喉肿痛、牙痛等不适，这时可以用艾灸
去火。具体方法是：点燃艾条灸足底部
的涌泉穴，把上面的火、热、气引下来，
使其回到该去的地方。

3.中药穴位贴敷。把中药吴茱萸、
牛膝、肉桂（选择一种即可）等具有引热
下行的中草药研末调成黏稠状，用时取
出适量搓成花生大小，用医用胶布贴敷
在太冲、涌泉、内庭等穴位处，一日一
换。或者把干药末缝入鞋垫中，药末之
上接触足底的布料应薄而透，垫于足
底，2~3日一换。

（人民网）

清火 不能都靠“吃苦”
不少人在每年的例行体检做B超时会

被告知，你有脂肪肝，需要注意啦，要饮
食清淡、少吃油腻。

通俗地说，脂肪肝就是肝脏中的脂肪
太多了。医学上的定义是，当肝脏内脂肪
（脂肪主要是甘油三酯和脂肪酸）的分解
与合成失去平衡，或储存发生障碍就会在
肝实质细胞内过量积聚。如果脂肪的总量
超过常量的一倍，或组织学上肝实质脂肪
浸润超过30％～50％，就可以诊断为脂
肪肝。

引起脂肪肝的原因有多种，常见的有
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或酒精性肝炎。
妊娠、某些药物或营养不良也可以引起脂
肪肝，这几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

有了脂肪肝，不要着急。需要找出脂
肪肝发生的病因，并尽可能地消除病因。
同时，需要在膳食营养上加以调整。

从营养的需要上
脂肪肝和其他肝病有所不同

1、总能量
需要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了脂肪

肝，需要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并适量减
少。对于体重正常、从事轻度身体活动的
人，每天的能量摄入应该控制在每公斤体
重 30千卡，以避免加重脂肪堆积。例
如，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
摄入1800千卡的总能量。

肥胖或体重超重者，需要逐步减轻体
重，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能量摄入应该控制
在20～25千卡。
2、蛋白质

需要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特别
是优质蛋白质。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
1.2～1.5克蛋白质，有利于肝细胞的修复
和再生。注意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蛋氨
酸、胱氨酸、色氨酸、苏氨酸和赖氨酸等
都具有抗脂肪肝的作用。一个体重60公
斤的人，每天需要72-90克蛋白质。
3、碳水化合物

适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过多的
碳水化合物可转变为脂肪，导致肥胖，促
使肝内脂肪肝的形成。适量吃谷薯类食
物，特别是粗加工的谷类食物；不吃或少
吃精制糖、蜂蜜、果汁、果酱、蜜饯等甜
食和甜点心；不喝含糖饮料。
4、脂肪

控制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植物油中
含的谷固醇或豆固醇和必需脂肪酸有较好
的降脂作用，可以阻止或消除肝细胞的脂
肪变性，有利于脂肪肝的防治。控制脂肪
提供的能量，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
25％；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每天胆固醇
的摄入量不超过300毫克。
5、维生素和矿物质

保证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充
足摄入。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有

利于代谢废物的排出，具有调节血脂、血
糖的作用。

饮食应粗细搭配，最好能做到顿顿吃
新鲜蔬菜，天天吃水果，这能保证充足的
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如果
需要，可以适量使用维生素、矿物质补充
剂。

一天的食谱举例

早餐：全麦馒头一个、韭菜炒鸡蛋、
脱脂牛奶一杯、菠菜拌果仁

午餐：糙米饭一小碗、芹菜炒肉丝、
素炒莴笋

晚餐：杂粮粥一碗、玉米面窝头一
个、手撕包菜、素炒豆腐

（人民网）

有了脂肪肝 膳食营养要从这五方面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