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路边咪表停车位成
商铺野专用车位冶曳后续
海口交警进行处置

购房者介绍袁 开发商于 2016
年 12月在海口港海港医院东侧尧
福隆广场北侧开工建造 野美伦花
园冶袁因资金短缺袁在未取得叶房屋
预售许可证曳情况下袁出售部分房
屋袁2016年 12月最早下定金的价
位是 6800元袁 今年 3月最晚买房
的是 1万 4千左右遥为规避政府的
监管袁开发商与业主签订了叶借款
协议曳袁 收取了业主约 30%房价的
首付款袁 确定了房号和出售的单
价袁并承诺在取得叶房屋预售许可
证曳后立即与业主签订叶房屋买卖
合同曳遥

野7月 7日早上袁 大家盼望已
久的房子终于可以签下合同了袁不
料张贴在售楼处的公告牌上写着

最低价 1.1 万元袁 最高价 1.68 万
元袁导致我们要补交数十万元不等
的购房款袁 于是我们拒绝签合同袁
要求开发商必须按照承诺的房价
销售遥 冶购房者王先生说遥
对此袁海口美伦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郑女士表示袁根据海口市政
府相关政策要求袁销售商品房必须
实行价格备案袁按照野一房一价冶的
标准进行销售袁按照原来的价格备
案袁因不符合要求袁三次均被政府
有关部门退回遥由于目前项目周边
市场房价已经相比 2016年有了大
幅上涨袁 因此按照要求进行备案
时袁美伦花园的房价每平方米价格
最低为 1.1 万元袁 最高为 1.68 万
元袁 这是政府实行价格备案的规

定袁并非是开发商擅自涨价遥
野我们也希望能按照承诺将房

子卖给购房者袁但当初承诺的价格
比现在政府备案的价格太低袁无法
达到政府部门的要求袁 所以没法
签订购房合同遥 冶郑女士表示袁她
希望在刚刚拿到预售许可证的情
况下袁先对项目销售一段时间袁如
果销量低迷袁 作为开发商将申请
促销袁 同时希望向政府申请将备
案价降低袁以便减少签订协议的购
房者的负担遥
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获悉袁针

对美伦花园在销售过程中产生的
问题袁建议开发商和购房者妥善协
商袁可向有关部门申请降低备案价
格等方式予以解决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王春棠 通讯员 卓林植冤
近日袁受连续性强降水影响袁万宁
市礼纪镇茄新村发生山洪袁部分道
路被洪水淹没遥 10日袁 接到报警
称袁 茄新村委会边肚村一名 68岁
的贫困老人袁疑似在山上干活时被
洪水围困失踪袁 得知这一情况后袁
礼纪镇委尧镇政府高度重视袁第一
时间安排部署袁 组织茄新村镇尧村
干部尧民兵 30余人袁联合派出所组
成救援队袁全力搜救失踪人员遥

搜救过程中袁 救援人员克服

山路崎岖尧水深路滑尧荆棘密布的
阻碍袁 艰难的展开地毯式搜寻袁经
过两天搜寻未果遥

7月 12日一早袁 茄新村民兵
营长周相继续带领救援队加大搜
索力度尧扩大搜索范围袁争分夺秒
进行搜救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上午
10时许袁 终于在一处山顶发现失
踪人员陈福诚老人遥 经现场检查袁
发现其神志清楚袁 生命体征正常袁
救援人员为老人喂食水和简单食
物后袁将其带回山下家中袁搜救任
务圆满完成遥

万宁一六旬老人走失
30余人连续3日搜山寻回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符谷利冤7 月 3
日袁 白沙县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在打安
镇辖区开展日常监督检查遥 对打安镇
辖区一家药店检查时袁 在销售货架上
发现 2盒腰息痛胶囊尧1盒金鸡胶囊尧
1盒消栓通络片尧3盒腰痛片共 4种药
品均超过有效日期遥 执法人员当场扣
押涉案药品遥

经初步审查袁7月 11日袁 该局依
法对该店进行立案调查遥目前袁该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遥

白沙一药店销售过期药品

食药监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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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政服务同质化尧低门槛袁服务
安全性与品质无法得到保障的今天袁
年轻用户不断增长且日趋多元的消
费需求袁以及各家政企业的激烈竞争袁
都在倒逼家政服务行业向着规模化尧
正规化发展遥
作为家政服务体验的提供者和连

接客户尧家政从业者的平台袁标准化服
务体系的建立早已成为各品牌抢占家
政服务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袁当前 58同
城尧 赶集网尧58到家都在加大对家政
服务行业的投入遥 多年来袁58到家通
过对家政服务市场的深入调查和研
究袁与用户和劳动者的面对面沟通袁敏
锐捕捉到用户对标准化家政服务需求
的转变与升级遥
持续推进家政服务市场标准化进

程的 58到家袁正成为各家政企业向互
联网化运营转变的典型代表袁提升家
政服务市场的竞争力遥

58到家：提升家政
服务市场的竞争力

野海口军拓军事
夏令营冶 是指通过军
事化组织尧管理体制袁
以少年儿童乐于接受
的户外运动形式为主
的体验式教育活动袁
在这里袁 我们能让孩
子完成一次蜕变袁只
需 15 天就能让孩子
提前 10年走向成功袁
来海口军事军拓夏令
营袁 给你孩子一次蜕
变的机会遥 叶军营砺
剑袁 未来领袖拓展特
训营曳 第二期夏令营
就差你了浴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张
萌冤11日袁 一条 14岁女孩张
新慈海口失联的消息在海南
人的朋友圈野刷屏冶遥 商报记
者 12 日早上刚刚从其家属
处获悉袁 小新慈昨天夜里在
海口市大同路一家肯德基里
被找到袁 目前已经安全回到
家里遥
据小新慈回忆袁由于对

海口不熟悉袁在走失后袁她
感到有人在鬼鬼祟祟看

她袁她心里有些害怕袁于是
看到一家肯德基店 袁 便走
进去点东西来吃 袁 并一直
坐在店里 遥 该店的员工看
到小女孩的有些异样 袁仔
细端详够发现这个小女
孩与朋友圈走失的小女
孩同为一人 袁于是安慰她
不要害怕 袁并第一时间联
系寻人启事上的电话 袁其
家属急忙赶往现场 袁并把
小新慈接回家中 遥 目前 袁
她已经平安回家遥

海口热心人提供线索
14岁失联少女已回家

暑假去哪儿钥 快带孩子去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吧浴

还在等什么，下一个蜕变的就是你

翌 3天规范叠被尧 洗衣尧
洗漱尧用餐尧个人卫生尧文明礼
貌等行为习惯浴
翌 7天学会单兵行尧 走尧

站尧坐尧蹲等基本队列动作要
领及自动武器分解组合浴
翌 10天开心交流袁 聆听

心理辅导袁 学会团队协作袁感
受自信坚强浴

翌 13 天走进大自然袁体
验行军尧探险尧野炊等别样生
活乐趣浴

翌 14天学会各种自救自
护渊战地救护冤袁提高自我生存
能力浴

翌 15天交给你一个健康
快乐尧勇敢自信尧礼貌上进尧学
会感恩的孩子浴 (严格)

野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冶是专
为 7-15岁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军
事体验式教育活动遥其内容渗透解
放军文化和体验式教育理念袁采用
军事化管理流程尧参与互动等体验
式教育手段袁在 15天时间里完成院
基础队列动作尧 自理能力培养尧行
为习惯养成尧户外生存常识尧良好
性格塑造尧战地救护尧行军拉练野

炊尧真人模拟实战尧知恩感恩尧华夏
传统文化十个主题内容遥

从 2012年开始袁 教官团队已
经成功执行了六届共三十二期曰是
海南地区第一家创办的军事类夏
令营袁也是海南地区最具有影响
力的军事类夏令营遥 野海口军拓
军事夏令营冶可以让孩子做到野五
能五好冶遥

海口秀英区美伦花园项目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情况下以借款名义卖房

说好 6800元一平米咋涨到 1.1万
海口住建局建议开发商和购房者妥善协商袁可向有关部门申请降低备案价格

在这里，孩子在蜕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 徐明锋冤11日袁国际旅游
岛商报以叶路边咪表停车位成商铺野专
用车位冶曳为题袁报道了海口市五指山
路与大英路交汇处附近一家名为水井
坊的商铺在咪表停车位上放置在一块
写着野专用车位冶牌子的事袁引起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度重视袁 该支队
当日下午组织民警及咪表管理公司负
责人等相关人员到现场调查袁 并就商
铺占用停车位行为进行处置遥

12日袁商报记者回访发现袁野专用
车位冶牌子已被商家收回放入店中袁被
商铺占用的停车位也恢复正常停车遥

商报全媒体讯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 7月 7日袁通过借款协
议方式从开发商海口美伦食品有限公司购买美伦花园商品住宅项目的数十名购房者
们袁兴高采烈地到售楼部签订合同时袁突然得知开发商备案的价格最低为 1.1万元袁与
开发商曾在签订协议时承诺的 6000多元一平米房价相差十分悬殊遥因双方协商不下袁
购房者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投诉袁希望能将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遥

荫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时间院
第一期院2018年 7月 7日要2018年 7月 21日
第二期院2018年 7月 23日要2018年 8月 6日
第三期院2018年 8月 8日要2018年 8月 22日
荫招收人数院每期招收营员 150人
荫收费标准院15天全程一次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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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广告冤

“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

招生啦

15天十个主题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