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个野第三代影院冶
卖的不只是“电影”
是“电影生活方式”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新的一周来了袁 冷空气
活动还未彻底销声匿迹袁周一琼岛最低
气温将小幅下降袁阴雨减弱消退袁湿冷
的感觉将会明显减轻袁体感舒适许多遥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16 日夜间耀
17日袁北半部地区阴天转多云袁有分
散小雨袁南半部地区多云天气为主曰最
低气温下降 1 耀 3益遥

18日-22日白天袁全岛多云袁其中
东部局地有短时小雨袁19 日起东北
部尧内陆山区局地早晨有雾曰气温总体
回升袁 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升至
29耀31益袁其余地区 26耀29益 袁最低气
温内陆山区 18 耀 20益袁其余地区 20耀
23益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12月 14日上午袁海南省
陵水县某小区的一名女性业主蒲女士
骑车意外摔倒袁病情紧急袁空中医疗救
援直升机仅用了 12分钟袁顺利的将患
者送到医院遥

14日上午袁患者蒲女士因骑车意
外受伤袁 初步诊断为右侧锁骨骨折且
多处软组织挫伤等症状袁病情紧急袁需
要紧急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遥 在管家
小符的帮助下袁 成功的联系到了金汇
通航袁使用直升机院前救援服务遥
据了解袁 从患者居住小区到医院

要用 40多分钟的车程袁直升机仅用了
12分钟顺利将患者送到医院袁为患者
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遥

据悉袁 金汇通航已和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尧 海南医学院附属第二人民
医院尧三亚市人民医院尧儋州西部中心
医院尧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等全
省 20家 120急救中心和合作医院签
订协议袁合作院方特设 24小时绿色通
道袁确保被救人员能够得到及时尧适当
的医疗救护和救治袁 共同搭建海南省
空地联动的立体化救援网络袁 为海南
群众提供全面的生命救援服务遥

今日气温
小幅下降
局地有分散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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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如茵的牧场袁 成群的奶牛
噎噎乳业发达的新西兰是 野一带一
路冶沿线的重要国家袁伊利在新西兰
建设的大洋洲生产基地袁 成为中新
两国深化国际合作袁 共建 野一带一
路冶的典范遥
近日袁大型电视纪录片叶我们一

起走过要要要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曳
在 CCTV综合频道热播遥 其中第 4
集以野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去冶为主
题袁展示了中国优秀企业加快野走出
去冶袁融入世界市场的辉煌成果遥 伊
利大洋洲生产基地作为典范案例在
纪录片中精彩亮相遥

12月 10日袁 在 CCTV财经频
道相同主题的大型直播中袁 用了长
达 7分钟的时间讲述伊利从地区小
厂成长为亚洲乳业翘楚的发展历
程袁展示了伊利为 2008年北京奥运
会以及 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供服
务的傲人成绩遥 就在 2017年 8月袁
伊利又成为北京冬奥会合作伙伴袁
成为中国同时服务夏季奥运和冬季
奥运的健康食品企业遥

伊利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改革开
放的推动遥 40年来袁中国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袁中国企业纷纷扬帆出海遥
伊利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走出去的民
营乳企袁 在国际化布局中收获累累
硕果遥 当前袁伊利在亚洲尧欧洲尧美
洲尧 大洋洲等乳业发达地区构建了
一张覆盖全球资源尧创新尧市场体系
的骨干大网袁不断深化全球合作袁业
绩持续攀升遥 2018年前三季度袁伊
利实现了营业总收入 613.27亿元袁
同比增长 16.88%袁 净利润 50.56亿
元袁 稳居行业首位遥 据行业专家测
算袁 今年伊利营收有望突破 800亿
大关遥
伊利领先行业的业绩袁 离不开

国际化布局的支撑遥 2014年袁伊利
的国际化进程驶入快车道袁 伊利大
洋洲生产基地就是一项重要成果遥
2014年 11月袁 中新两国领导人共
同为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揭牌袁该
项目投资 30亿元人民币袁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一体化乳业基地之一遥
2017年 3月袁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

二期正式揭牌袁 该项目被视为践行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新典范遥 这次伊
利大洋洲生产基地作为改革开放的
重要成果袁亮相央视纪录片袁受到人
们的关注遥

伊利建立了欧洲创新中心袁主
导中美食品智慧谷袁 利用全球智力
资源推动创新战略袁 在食品科技领
域站在全球创新的前沿遥另外袁伊利
在海外市场开拓上也捷报频传遥 继
2018年 10月伊利 Joyday系列新品
在印尼首发之后袁伊利又于 11月收

购了泰国本土最大的冰淇淋企业遥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袁 以及
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的推进袁伊利在资
源尧创新尧市场等领域将进一步融入
全球袁 对全球乳业发展发挥更大的
影响力遥

改革开放 40年袁 在时代大背景
下袁伊利作为中国乳业翘楚袁为行业的
国际化探索做出了表率遥当前袁伊利以
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健康食品提
供者冶为愿景袁正乘着改革开放的大
潮袁向着广阔的世界扬帆勇进遥

伊利成为“走出去”企业典范 亮相改革开放大型纪录片

市民在海口桂林洋开维生态城购房半年迟迟不能网签

开发商：退房可以，扣定金 10万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12月 12日袁朱女士拨打国际旅游岛商报
新闻热线称袁今年 6月袁她在海口桂林洋开维生态城
购置一套住房并交了总房款 156万袁 但是过去了整
整半年袁购买房子后迟迟不能网签袁她提出退房
要求袁 开发商海南维德投资有限公司则说袁
退房可以袁但要扣定金 10万元遥

野今年 6月袁我在海口桂林
洋开维生态城购置一套住房袁
40年产权养生公寓楼袁 符合外
地人购买资格袁面积 62.8平米袁
每平米 2.46万元袁 总房款 156
万袁于 6月 12日交定金 10万袁6
月 19 日上交全部剩余房款
1445016元遥 冶朱女士说袁但是购
买房子后迟迟不能网签袁 已经
过去整整半年的时间了袁 开发
商没有进行网签备案袁 她现在
提出退房袁 开发商要扣定金 10
万元遥

朱女士告诉记者袁 对此网
签一事袁 她多次询问售楼的王
某民先生袁 王先生最初解释说
江东新区全部暂停网签袁 需要
等待曰 后来又说等待江东新区

管委会成立再网签曰 最后又说
开发商正在申请将购房合同分
为两部分签袁 一个合同是购房
合同 渊按照 17000元 辕平方米冤袁
剩余资金签订合装修合同袁也
没有期限遥

野半年时间过去了袁我发现
网签问题不能解决袁 提出退房
要求袁 售楼处王先生第一次跟
老板沟通袁 老板说资金紧张不
给退款曰 经过我与王先生多次
沟通袁 同意退房款 1445016元袁
但是定金 10万元不予退回遥 冶
朱女士说遥

朱女士认为袁 此次退款原
因是因为开发商迟迟不能网签
而造成袁须全额退款遥

据了解袁商品房买卖网签是
交易双方签订合同后袁到房地产
相关部门进行登记的一项流程袁
登记后购房者可以通过网络查
询遥只有办理网签后才能进行备
案袁 然后为购房者办理房产证遥
商品房买卖网签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避免开发商一房二卖袁是一
种行政管理行为袁但是不能代替
过户遥
那么袁是什么原因导致朱女

士购房半年后还不进行网签钥当
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桂林洋兴洋大道的开维生
态城袁开维生态城的开发商是海
南维德投资有限公司遥 野我们公
司与朱女士签订了认购协议书袁
当时跟朱女士约定是今年年底
之前完成网签袁但是没有明确是
几月几日遥 冶海南维德投资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禹经理说袁规划
发生变更袁 规划审批手续有些
慢袁导致没有网签袁预计明年 3
月份左右可以完成网签遥
而针对朱女士提出退房袁海

南维德投资有限公司要扣定金
10万元的事袁 禹经理称院野朱女
士买房那一天袁我们并没有接到
政府通知说规划要调整遥过了半
年没有网签袁 不是我们有意为
之袁后来是政府约谈企业袁打算
在江东新区打造办公类场所袁之
后我们公司提出申请袁将商铺打
造为办公场所出售袁导致规划变
更袁最终导致不能按协议规定的
时间完成网签遥 按照认购协议
书袁政府的行为不构成合同情势
变更的理由袁如果朱女士要放弃
购买房子袁 我们会没收定金 10
万元遥 冶

面对购买房子迟迟不
能网签袁退房还要扣定金 10
万元的情况袁购房者可以怎
么做钥12月 13日袁海口市住
建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
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认
购协议书都会明确规定购
房多久之内袁开发商要给购
房者做网签备案袁如果是政
府调控的原因导致项目不
能如期给购房者做备案袁政
府只能沟通协调处理遥

野开发商在规定的时间
内不能对购房者购买的房
子进行网签袁如果购房者愿
意等待袁政府会协调开发商
尽快完成网签备案曰如果购
房者不愿意等待袁 需要退
房袁就根据认购协议上的不
如期网签备案的规定袁跟开
发商协商袁如果开发商不愿
意退房退款袁建议购房者通
过司法程序维权遥 冶该负责
人说遥

患者呼叫“空救”
12分钟送达医院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摄影报道冤野可以在这里
喝酒尧吃饭尧聚会尧玩游戏尧唱歌噎噎让
看电影的人和不看电影的人都能走进
影院袁 第三代影院带来的全新电影生
活方式真的是太赞了遥冶在影院的薛女
士开心的说遥 12月 16日袁 全国首个
野第三代影院冶要要要三亚 1+X 红树林
影城正式开业浴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1+X红树林影
城拥有总面积超过 1万平米袁 规划中
将有 100多个影厅袁 现已开放 66个袁
既具备全国同步放映影厅袁如巨幕厅尧
标准影厅袁 也拥有个性化的多功能影
厅袁如 1+X影厅遥这里卖的不只是野电
影冶袁而是野电影生活方式冶遥

迟迟不能网签退房扣定金10万元

规划发生变更，网签不能按时完成

协商不成功，可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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