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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信房产 房产限时包销 可预付1-10万 5909908

前埔南区 电梯三房
128m2 270万 免营业税

联发新天地楼王
高装 业主急售
18959251512

博物馆旁
2楼 2房

138万实
免营业税
免个税
冯琼云

18906052886

建发上东美地
正规1房1厅 送露台

换房急售
3房 138m2 高装 有锁
冯琼云18906052886

业主自售 免中介费
火车站世贸商城1楼旺铺
86m2 带租金53000元/月

急售1200万
18650123188

富山外图
单身公寓专案
惊喜价95万一套起
多套诚售马上发财
蔡13459005580

赚大钱高回报店面
44.2m2 年租18万仅418万

38.89m2年年租13.2万售340万

28m2年租9.6万售270万
人流量超大马上发财
庄13358395351

国贸花园急售
白鹭洲旁3房127m2西南 398万

4房 152m2南北 27500元/m2

太湖新城 2房 63m2免税 152万
程15985803710

角滨路 2房 67m2南北

免税153万

惠盛花园 2000年 南北

4房 170m2 433万
8895039

轮渡整栋带3个店面
238m2 十字路口 超大人流量

年租金60万 980万

将军府（中山公园）
名门旺宅 3666万

老别墅（鼓浪屿）私宅专营
18906007177蒋

厦门北站营运中心
1200m2写字楼

7800元/m2

独栋五层带电梯
古：15160708080

18605023377王小姐

海峡国际社区
四期出售

坐拥金融中心
最具潜力楼盘
2房100.42m2

南北向精装

故宫裕景
楼中楼出售

故宫路
最中心地段景观佳
234m2毛坯带露台

就读百年名校
公园小学

2000年框架 南北
2房2厅 78m2

业主急售196万
满5年免税

林：15160085485

公司网址：www.gphouse.cn 地址：厦禾路863号733-735-737（九龙城）电话：5856299 传真：5810179 监督热线：18950077897

诚信品牌13年，高鹏助您圆家梦，
资源整合，邀您共创，分岗定位，欢迎咨询，

邀约热线：18950077895 龚总监，18950077897 陈副总。

就读滨北名校
武夷花园 绿化小区
南北板式 大2房

送天台储物间 240万
独家有锁 诚意合作

吴明杰18030051059

好消息
年租金35万
首付168万
旺铺带回家

刘忠英：13950053097

东渡电梯
新装大两房
看全海景

仅售：179万
廖俊程：15880260874

滨北世纪海湾
3房 高层看山
安静 拎包入住

售：339万
肖军华：15860709185

中山路店面
抢出来的黄金旺铺

40m2-100m2

185万-500万
返租金40万 即卖即回报
蒋丹峰：18850501017

湖滨北路市政府旁
凤凰山庄 唯一在售

2房1卫2阳台 南北通透
业主独家 仅售：216.8万

免营业税免个税
胡宏伟：18350282875

前埔南小区
3房 02年 黄金楼层

高装拎包入住

免营业税 售：215万
王燕林：13799267583

国贸•颐和园
高鹏认证好房子 满五年

高层南北通 135m2

一口价31000元/m2

诚意出售
王明照13015949935

豪峰大厦
3房 满五年 全明
格局方正 急售

18200元/m2

李劲美：13194075490

思北香港广场
震撼三房 朝南

仅售385万

思北 04年社区
两房朝南

仅售275万 高装
洪勇君：15985824954

禾祥东
148m2 全明朝南

高楼层电梯

2004年 2万/m2

吴填乙 15880202656

就读外国语小学
2房 朝东南

免营业税 205万
吴填乙15880202656

武夷嘉园
滨北筼筜湖旁 118m2

精品三房 售438万
杨培钦13400646933

南湖阁
2房 读名校 80m2

免营业税 245万
汤镇文：18250779580

滨北世纪海湾
2房95m2 全明高装

拎包入住 仅售235万
蔡翠香：15860702500

市政府旁05年建成
年底必卖三房 112.46m2 送15m2露台

毛坯 超低心动价 26200元/m2

范龙云：13599910559

火车站旁
精装3房 246万

业主急售
刘忠英：13950053097

湖滨南
现房带户口 三房

26000元/m2

刘忠英：13950053097

就读外国语小学
3房 送储物间 免营业税

名校最低价32800元/m2

谢素炼：13459203681

银行家园
55m2 169万

框架电梯就读故宫
谢素炼13459203681

SM旁华岳山庄

157m2-214m2 花园小区

2.6 万元/m2 起
李元13365907338

观音山写字楼

447m2-1610m2-2154m2

整层看海 可分割 价优出售
杨悦13696967831

世茂湖滨首府 云顶至尊急售
105-251m2

25000 元 /m2

全湖景

269m2 尊贵大气

23000 元/m2

鲁玉霞 18950073107

东 方 丽 景

楼中楼

急售
刘汤平13806022702

君悦山专盘
无遮档

95-151m2

售 2.6 万 /m2

张剑芳15559090022

厦禾裕景空中别墅

321m2 高层 豪装

41800 元/m2

王锦吹18606000541

滨北绝世豪宅 明 发 商 城

送 500 万豪装
实用 400m2

适合投资 107m2

3 房 急售！！！
潘勇13400602818

禾 祥 观 澜

3 房 三面采光

稀缺户型 急售
王海洋15880298333

禾 祥 西 路
使用 100m2 3 房
就读公园小学

166 万
蔡梅凤13859912099

东 卉 花 园

176m2 5 房 三面采光
沿湖第一排 看全湖景
蔡梅凤13859912099

建发山水芳邻 岛内双拼别墅

楼中楼 送露台

使用 350m2 急售
使用面积 400m2

业主急急急售
刘静15980891944

东方高尔夫别墅
山顶看球场 子母楼王

带泳池 看海

占地 1.5-3 亩 急售
杜德申 13606074348

阳光海岸别墅
建筑 529.28m2

占地 690m2 独栋

已翻建 2900 万
刘政乾15960387136

蓝 湾 国 际

滨北筼筜湖边 金牌豪宅 174m2

全盘最低价 仅 38000 元/m2

谢贤伟：13799253783

经 典 豪 宅
建发•半山御景
6000 元/m2 豪装

4 房 184m2 前后看中庭

售价 40500 元/m2

张燕珠：13860460927

万科•湖心岛 蓝 湾 国 际
看湖别墅 豪装

拎包入住

独家代理

192m2 高层
大四房 南北通透

超值价
周维：18059202177

市中心5A写字楼

国际邮轮中心 全海景 2000m2

整层租售 可分割 另多套租售
周维：18059202177

源昌新天地
挑高 6 米 4 豪装
买一层送一层
300m2 大户型

出国急售
江人多：15859271721

滨北 世纪海湾

高层 欧式豪装 大三房

景观视野无敌 业主急售
尤广福：13164888068

武 夷 嘉 园
滨北武夷嘉园

3 房 双阳台 西南

仅售 408 万
王锦铭：18559021779

江头SM旁

04 年社区 顶层楼中楼 送露台

豪装 50 万 单价 21500 元/m2

聂晓君：13606074214

江头国宝新城
顶层 185m2

楼中楼 送露台
仅 售 25000 元 /m2

何俊宇：18059201756

世 嘉 花 园
155.8m2 精装

看松柏公园美景
仅售 25500 元/m2

买到就赚到！
周春泉 18906003387

碧 湖 豪 庭

精装 看湖 两房

急直降 20 万售
刘永定13950125713

同安莲福广场

143m2 毛坯

108 万
陈平：18859269299

同安古龙御园
精装修 拎包入住

不占名额

现在只卖 132 万
陈平：18859269299

同安古龙御园
产权 115m2 使用 230m2

产权已解押 直接过户

首付 42 万
陈平：18859269299

同安芸溪居住公园
131m2 毛坯
业主急售

117 万
陈平：18859269299

同安陆丰里
中装 3 房 满五免双税

实验二小学区房

107m2 88 万
陈平：18859269299

同安厦航同城湾
富人聚集地

同安最好的物业管理

121m2 143 万
陈平：18859269299

找“商业地产”看《厦门日报》 767

本报讯（文/图 漳州站记者 黄树金 通
讯员 郑智敏）厦门港龙海客运站是厦门港
一体化改革以后的一个重要项目，将大大
方便两地群众的水上往来，记者现场采访
了解到，目前客运站房正在做室内和室外
装修，有望在今年4月全部完工并投用，将
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客运站。

记者来到九龙江下游南岸龙海海澄镇
豆巷村，只见客运站介于石码、海澄两镇之
间，属于交通要道，从这里到榜山镇、东园
镇不外也是十余公里的距离。记者看到，
具有闽南特色的客运大楼正在加紧装修
中，大楼将设有营业性用房、业务用房等。
工程负责人介绍说，新建的客运码头年客
运量为120万人次。

记者还了解到，工程总投资约5800万
元，为厦门市财政统筹。其中水工和陆域
形成于 2011年 5月底完工并通过质量核
验；房建部分于2012年11月20日开工。

据了解，从龙海市区坐客运班车到厦
门岛一般需要1个小时左右，从石码客运
码头走水路到厦门轮渡则要40分钟。龙
海客运站建成后，龙海现有的客运站将从
石码的客运码头下移到海澄镇，走水路到
厦门轮渡仅需30分钟，而且陆路和水路的
换乘也更方便了。

本报讯（漳州站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郑智敏）与龙海客运码头一路之隔的龙海
新公交综合场站日前投入使用，以后龙海
市民坐公交到新公交综合场站后，就可转
水路到厦门岛，将实现厦门港与龙海公路、
水路、公交、客运无缝衔接换乘。

记者看到，新公交综合场站主体大楼

红色屋瓦、马鞍形屋脊、骑楼等浓郁的闽南
建筑元素，与高耸挺拔的欧式钟楼融合在
一起。

龙海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龙
海新公交综合场站总投资4292万元，占地
2.8万平方米，能容纳120部公交车，日发
送能力达1万人以上。

本报讯 据泉州网消息，3名湖南警察，
奉命从衡阳到晋江，跋涉800多公里，完成了
一次跨省抓捕网上在逃人员王文金的行动，
网络通缉令上显示，此人涉嫌网络赌博，涉案
金额数亿元。然而，将王文金带回衡阳审讯
后，湖南警方却发现“抓错了人”。

王文金今年38岁，是个老电工，老家在
安溪湖头，这几年都在晋江工作。1月2日，
王文金大哥从安溪到晋江，找他谈事。当晚
12点多，王文金带大哥到一家酒店住宿，酒
店前台要身份证，大哥没带，王文金就掏出自

己的身份证登记。
办完入住手续，王文金走出酒店就被派

出所带走。警察告诉他，他被湖南警方列为
网上在逃人员，涉嫌网络赌博。8日，3名湖
南警察抵达晋江，9日将王文金带回湖南省
衡阳市公安局雁峰公安分局。

9日上午10时许，到达衡阳后，警察给王
文金抽血、比对指纹、拍照，还做了笔录，询问
了姓名、年龄、家人等信息。中午，警察告诉
他，“搞错了，现在这边没有你的事了，你可以
回家了”，并向王文金道歉。

王文金向警方提出赔偿，警方答应作出
4000元赔偿。

究竟是什么证据指向王文金，让湖南警
方将他列为刑拘在逃人员？导致出错的原因
是，王文金的身份证曾丢失过，身份信息被他
人盗用，参与网络赌博。去年11月，衡阳警
方在侦破一个由公安部督办的网络赌博案
时，侦查到王文金的身份证信息。

对此，王文金表示，身份证没丢过，但确实
有一段时间不在身上，2011年3月他曾在一家
车行租车，将身份证押在车行三个多月。

龙海到厦门水路半小时
厦门港龙海客运站将于4月竣工投用

龙海新公交场站投用
龙海市民可从这里转水路到厦门岛

链接
平 和
造事故骗保
十被告获刑

本报讯（漳州站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林
伟 林志忠）伪造十多起交通事故，从中骗取保
险金。经平和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
保险诈骗罪判处赖某龙、刘某江、张某全等10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5年至 10个月不等的刑
罚。

张某全是漳州市某汽修厂的老板。2010
年初，赖某龙开始承包汽修厂喷漆业务，经与
张某全共谋，两人决定与部分维修车辆的车主
商量，通过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两人把
事先准备的车辆与车主的车辆相互碰撞，然后
由车主向保险公司报案。两人通过上述手段
伙同沈某山、郑某斌等车主骗保三起。赖某龙
又分别与刘某江、赖某平、罗某程、刘某鑫、赖
某海、赖某照等人结伙，利用已投保的机动车，
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公司赔偿金，涉案金
额达20多万元。

2011年9月，该团伙在龙海与平和交界路
口制造了一起虚假的两车正面碰撞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识破他们的诈骗伎俩，
该团伙最终落网。

南 靖
捡到信用卡
取款狂挥霍

本报讯（漳州站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郑金
玉）走夜路捡到钱包，取出信用卡到自动柜员
机前试出密码，心生贪念取出11400元。经南
靖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
处吴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
元。

2013年 7月14日凌晨，无业男子吴某在
回家的路上见到了一个黑色钱包，见四周无人
便捡起来放进了口袋里。回家后打开一看，钱
包里有300元现金及一张信用卡，信用卡的背
面还写着一串数字。吴某来到附近的ATM
机，输入信用卡背面的数字，发现真是信用卡
密码，于是分两次取款3100元。早上，吴某又
刷信用卡套现8300元。次日，吴某即将该非
法所得钱款挥霍一空。8月13日吴某在网吧
被民警抓获。

晋江电工遭跨省抓捕 湖南警方称抓错人

大货车冲出高速
村民消防联手救人

本报讯（文/图 漳州站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陈壮雄 朱必星）
前晚9时许，沈海高速龙海白水
镇山美村路段，一辆满载货物的
货车冲出高速路防护栏，货车上
两名司乘人员被困。

事发后，货车冲出高速防护
栏，倒插在路肩上，车头严重变
形，十几米的防护栏被撞倒了。
当地村民正在抢救被困人员，两
被困者因腿部被座椅紧紧压住，
无法脱身。消防员利用液压顶
杆将车体顶开，很快就将被困人
员成功救出。

倒车致一死两伤
司机被批捕

本报讯（漳州站记者 黄树
金 通讯员 王淑芳 肖钻宏）载着
20吨水泥的货车，在未察明车后
情况自行倒车，造成一死两伤的
悲剧。近日，陈某因涉嫌交通肇
事罪被平和县检察院批捕。

去年12月 25日，陈某驾驶
一辆载着20吨水泥的中型货车
前往平和大溪镇。在掉头时，由
于载满水泥，通过后视镜只能观
察到车身左右侧后方的情况，正
后方情况完全看不到。就在陈
某慢慢倒车之际，撞上了一辆电
动车。当陈某发现发生事故后
下车，右后轮后面已倒着三个
人。

陈某急打 110 和 120，但其
中一个小男孩经送医抢救无效
死亡。

龙海客运站效果图龙海客运站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