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房刚入住 半路杀出个“房东”
海口百余名业主被要求搬走 目前辖区政府正协调处理

10月 30日上午袁 十多名购房者来到琼山
区下坎西路袁指着一栋 19层楼告诉记者袁他们
有的付了 6万元的预付款袁有的交了房款的一半
20多万元袁有的是全款袁还有的是借钱给开发商袁
开发商拿房抵借款遥
据购房者陈先生介绍袁2012年 3月袁他在

中山南路看到袁中某佳园渊今为鸿某公寓冤楼盘
价格还算合理袁后来一了解袁有一朋友已经购
买了一套房子袁便没有多想袁也付全款 34万元
购买了一套面积 91.3平米的房子袁2017 年 6
月装修完成遥 但由于开发商资金不足袁小区垃

圾尧 道路的路面硬化都是由有的业主筹钱完
成袁这些钱抵房款袁没想到最后又杀出个野房
东冶阻止入住遥

2012年 10月袁购房者杨女士在售楼处看
到这个楼盘的介绍袁当时觉得价格合理袁后来
找开发商签了合同袁购买了两套房子袁却没有
想到袁房子装修好后袁她也住了一段时间袁后来
由于要经常到建筑工地干活袁 人也很少回来遥
去年回家时袁有老板对她说袁这个房子的土地
不是开发商的袁所有者另有其人袁他们购买的
一律无效袁这让购房者一时不知所措遥

半路杀出“房东”阻止业主入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钥 这个野房东冶说的是
真的吗钥 带着这些疑问袁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袁海
口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1994年获原琼
山市建委批准建设野鸿某公寓楼冶项目袁18楼共
14040平米的建筑体袁后因该公司负责人问题袁
项目停滞袁该公司也随后被注销遥

然而袁2011年 6月袁一家同名的海口鸿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
同袁将该地块转给海南中某投资有限公司尧海
口聚宝某土方工程有限公司遥 2011年 12月袁
琼山区住建局发文允许该项目复工建设袁鸿
某公寓楼随后建成遥

而据现在实际管理鸿某公寓楼的原海口鸿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相关人员朱先生
表示袁土地转让合同无效袁且已经法院判决遥

记者从朱先生提供的法院判决书看到袁
2016年袁 原海口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
算组起诉 2010年注册成立的海口鸿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家涉及签订土地转让的
公司袁海口琼山区人民法院调查后判决袁后成

立的鸿某公司与其他两家公司签订的土地转
让合同无效袁 鸿某公寓楼项目归原鸿某公司
清算组遥

然而袁 海南中某投资有限公司对此提出
上诉袁2018年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证袁相
关地块实际上在 1998年袁 海口龙华区人民法
院在执行原鸿某公司野以物抵债冶将该地块抵
债给成都市某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的程序
时袁作出裁定书袁该地块及当时地上建筑物物
权发生变更袁原鸿某公司清算组不再享有任何
权益袁遂判决撤销琼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遥

2019年袁 原鸿某公司清算组向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再申请袁 结果被省高院调查
后驳回遥 朱先生称袁由于当初的野以物抵债冶转
让土地的裁定书未完成执行袁 他们要继续就
此诉讼遥
目前项目存在的问题正由辖区政府进行

协调处理当中遥
到底这些购房者的利益如何保障袁 本报

也将继续给予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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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维多利亚小区 7 栋的纪先生告
诉记者袁该栋楼是一梯 4户袁共有 12个楼
层遥 电梯是从去年 10月份开始发生故障袁
截止目前袁电梯故障次数已高达 41次遥 让
他感到惊魂未定的是在 10月 28日袁自己
66 岁的母亲买菜归来乘坐电梯时袁在按
了 4楼后袁电梯竟出现程序错误直接降到
负一楼遥由于负一楼是一个还未开放的停
车场袁与一楼的消防门是封死的遥 加上没
有信号袁母亲无法利用通信设备求救遥 后
来自己在得知母亲被困 15分钟后袁 便立
马冲到一楼将消防门的锁砸掉袁母亲这才
得救遥

在该小区走访时袁 商报记者得知遇到
同样情况的并不只有纪先生一家遥 住在 6

楼的吴先生 6 岁的女儿也曾经被困在电
梯袁 当时拨打电梯里的紧急电话也无人接
听遥现在给小孩造成了惊吓袁称没有大人陪
同绝对不敢乘坐电梯遥

据业主不完全统计袁 该栋 100多名业
主有相当一部分业主都被电梯困过遥

业主委员会孙先生希望有关技术人员
对小区的电梯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遥

随后商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小区物业负
责人涂先生遥涂先生称袁这个小区是已经超
过 10年的老小区袁有些设备会存在老旧等
问题遥但在今年 6月份袁电梯经过安全质量
合格检验是合格的袁 目前已经委托电梯厂
家派了专业人员对电梯进行检修袁 力保不
再发生此类安全隐患事件遥

一年故障41次！50多名业主曾被困
海口维多利亚小区业主院宁愿爬楼梯也不敢坐电梯

以前恶臭难闻惹人厌 如今碧波荡漾 海口市民有福了

赞！红城湖公园成“网红打卡地”
野这儿原先环境很差袁很多污水都是直接排

进湖里的袁 一到夏天就散发着一股股恶臭遥 我
们平时都不敢开窗遥 冶 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袁
野现在污水治好了袁环境也变好了袁大家都纷纷
过来耶打卡爷了遥 冶
红城湖公园项目是海口琼山区的一项民生

工程袁红城湖区域总面积为 579.6亩袁生态鸟岛
面积 5.25亩袁水域面积 441.15亩袁沿岸陆域面
积 109.65亩遥 该公园全面建成之后袁琼山区将
增加一处城市内湖修复湿地遥 目前袁 该项目已
完成总工程量的 71%遥

近来袁琼山区严格按照野两个确保冶百日大
行动的目标要求和工作部署袁把加快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袁强化服务意识袁优化营
商环境袁全力推进省市重点项目袁不断扩大投资
规模袁为琼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能量遥
据了解袁琼山区坚持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抓

细抓实各项任务落实袁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袁
目前铁桥幼儿园和椰博小学民生项目已实现招
生袁 琼山区镇墟改造项目已完工袁2019年海口市
琼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渊一期冤已集中开
工建设遥 其余多个项目完成投资率均超过 50%遥

今年袁琼山区现有在建项目 64个袁其中政
府投资项目 20个袁社会投资项目 43个遥 10月预
计完成投资 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共 26个袁其
中政府投资项目 4个袁社会投资项目 22个遥

野我们必须明确项目责任袁加强对重点项
目的跟踪推进袁及时了解掌握存在问题袁用尽
一切办法确保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遥 冶琼山
区相关负责人说道遥

下一步袁琼山区将加大第四季度重点项目
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力度袁确保投资增长遥 同时袁
全面梳理全区资源要素袁着眼美丽乡镇尧滨江
沿线尧重点商业街区等优势资源袁不断拓展增
量袁优化商业布局和营商环境袁加强对日月广
场尧福地美食街等重点商业商圈的指导遥 并加
快建设洗马桥夜市袁充分挖掘琼台福地历史文
化资源袁培育民宿尧夜间经济等消费业态袁引导
新的消费热点袁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走进红城湖公园南岸袁
椰风婆娑尧 湖风习习遥 在栈道上漫
步袁一边是红城湖水的缕缕丝语袁一
边是公园里各种树枝的摇曳风姿遥
闲散地走着袁景色越来越美袁迎面吹
来的湖风袁轻抚脸颊袁伴随着青草的
香甜遥 亭台边尧栈道上袁不少市民或
是闲庭漫步袁或是玩耍嬉闹遥 这俨然
已经成为了休闲娱乐的新场所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实习记者 陈文圣 摄影报道冤电梯作为现在小区的必需
品袁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遥 但如果电梯频频发生故障袁导致业主被困等一系列事件发生袁这无疑让人崩
溃遥 10月 30日袁商报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口市永万路的维多利亚小区袁对被困业主进行了采访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 最近两年袁来
自四川尧广东等省份的近百名购房者袁
分别在海口琼山区下坎西路鸿某公寓
购买了房子袁却因半路杀出一个老板袁
称项目是她报建的袁土地是她的袁要求
那些购买了房子已经住进去的业主搬
出来袁没有装修的业主不要装修袁避免
产生更大的经济损失遥这是怎么回事袁
商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遥

离奇“官司”牵出土地权属争端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尧市委市政府关于野两违冶
专项整治的工作部署和海口市六大专
项整治工作尧 海口市整治违法建筑三
年攻坚行动工作任务要求袁10 月 30
日袁秀英区在辖区各镇街持续开展野两
违冶整治铁锤行动遥

野轰隆隆噎噎冶 在机器的轰鸣声
中袁一栋又一栋违法建筑应声倒下遥当
天袁秀英区组织石山镇尧国土尧城管尧联
防等部门 100余人袁 出动 2部机械设
备袁 依法对石山镇榜群村占用基本农
田尧 生态红线的 3宗框架结构的违法
建筑进行拆除袁 面积共 1500平方米遥
据介绍袁 该 3宗违法建筑均为外来人
员建房袁属重点打击对象遥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袁下一步袁

秀英区将直面野两违冶突出问题袁主动
作为袁迎难而上袁持续发力袁保持打违
高压态势袁继续展开铁锤行动袁积极做
好省图斑的消斑工作袁以更大力度尧更
高效率尧 更大声势强力推进并圆满完
成 2019年野两违冶整治工作遥

海口秀英区铁锤治违

拆违1500平米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海高冤 10
月 29日袁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金花新路振德堂药店尧红城
湖路源安隆药店进行检查发现袁振德
堂药店存在营业员在顾客未取得电
子处方的情况下擅自出售一盒阿莫
西林胶囊渊处方药冤的情况袁源安隆部
分药品未按照药品说明的存储条件
进行存放遥 执法人员根据叶药品流通
监督管理办法曳第 18尧第 38 条之规
定 袁 依法对振德堂药店当场处罚
1000 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袁 对源安隆
药店下达监督意见书遥

海口一药店违规售药

当场被罚千元

银市民无奈地指着购买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