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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恒大“三低一高”经营模式

今年上半年，恒大实现销售 3041.8
亿，同比大增 24.6%，多家投行预计恒大
全年销售将突破6000亿，强劲的销售为恒
大利润持续高增长提供有力保证。

今年年初，许家印正式宣布“新恒大”
到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规模+效益
型”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实施低负债、低
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三低一高”经营
模式。此次恒大再度交出有史以来最好的
半年业绩，足见其战略决策的前瞻性。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的背后，一方面是
由于恒大采用统一规划、统一招标、统一
配送的标准化运营模式，大幅降低了营
销、管理、财务三大费用，实现强有力的成
本控制。另一方面，恒大大力提升产品品
质，增加产品附加值，为老百姓提供高性
价比精品住宅，这也是其连续三年实施无
理由退房的底气所在。

此外，利润大涨增加了恒大的净资

产，也推动其净负债率进一步降低。近一
年来，恒大通过引入三轮共计1300亿战略
投资等多项举措，净负债率已较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近七成至130%以下，成功兑现降
负债承诺。

行业人士认为，受到房地产调控不断
加码以及金融监管加强的影响，房企违
约、跑路、倒闭等风险逐步暴露，近期多家
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十多家上市房企发债
也被迫中止，大量房企陷入经营困境。与
之相对，恒大独有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
员工队伍的超强执行力，确保了风险防
控、成本控制以及产品质量，让其成为极
少数业绩逆市大增的房企。

高科技，写进恒大“新战略”

地产主业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也为
恒大进军高科技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持。
今年年初，恒大提出“新恒大”已经到来，
将实施“新战略”。其中，恒大将积极探索

高科技产业，逐渐形成以民生地产为基
础，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为两翼，高科技产
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

此后的几个月，我们看到了恒大一系
列的动作：4月，恒大与中科院签署全面合
作协议，恒大计划未来十年投入1000亿，共
同拓展生命科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新
能源等重点领域；6月，恒大宣布入主美国
新能源汽车公司Faraday Future，正式进军
电动汽车市场，首款高端电动汽车FF91近
日已完成首辆汽车的白车身组装，并启动
整车组装，成功打响进军高科技的第一枪。

有业内人士表示，“前瞻性的战略思
维，一直是恒大跨越式发展的核心，也是
上半年业绩破纪录的关键，今年大力发展
高科技，显然是在提前谋局新蓝海。”值得
一提的是，“新恒大”战略提出仅仅半年，
便实现净利润超520亿，净负债率大降三
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许家印提出进
入世界百强的“新蓝图”极有可能提前实
现。 成都商报记者 谢雯

恒大昨日发布盈喜：
半年净利超520亿创历史新高

昨日，恒大发布正面盈利预告，2018年上半年税后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以上，核心业务利润较
去年同期增长100%以上，净负债率进一步大幅下降，从去年年末的184%大幅下降到130%以下。

记者查询到，恒大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为231亿，核心业务利润为273亿，据此估算其今年上半年税后净
利润超520亿，核心业务利润超546亿，创下其内部新高的同时，也领先行业。

根据预计，到2020年底，恒大将实现总资产3万亿，年销售规模8000亿，年利税1500亿，负债率下降
到同行中低水平，成为世界百强企业。

痛失儿子，夫妻俩悲从中来。
成都商报记者在向建国一楼的房间

内，发现明明（化名）的奖状，还有部分做
了的数学试卷。

村民石德翠介绍，明明7岁多，平时自
己都在家里二楼耍，很听话，不调皮，成绩
很好，“每次考试都是90多分，100分”。明
明出事后，石德翠感叹，这么好的一个娃
儿，太可惜了！

120急救医生陈丽深有同感，孩子7岁
多就去世，很同情娃儿父母。但是这件事

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娃儿不能单独一
人在车里。

事发时正值晌午，室外温度估计在35
度左右，持续高温的状态下，车内温度可
以达到 50 度和 60 度，“这样的环境下，半
个小时就能让小孩窒息死亡，”陈丽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

陈丽介绍，在高温密闭环境下，小孩
一人在车里很危险，很容易脱水、电解质
紊乱，然后是酸中毒，多脏器衰竭一系列
问题出现，最后导致死亡。

针对这种情况，陈丽认为，大人平时
应该减少娃儿单独在车里的情况，还应该
教小孩一些自救的方法。对一个7岁的娃
儿来说，“他有记忆了”。

陈丽提醒，比如在驾驶座位的车门
上，一些车辆被锁之后，从内是可以打开
车门的；另外，SUV的后备箱也可以从内
部打开，用于紧急情况下逃生。

还有专家指出，要教小孩如被关在车
里后，去方向盘那里按喇叭，就会有人来
救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为何我们感觉“还可以”的温度，会造成儿童死亡？
1、儿童体温上升、体内水分散失的速度远比成
年人快
2、而同时，他们的呼吸系统和耐热能力又不如
成年人
3、因此很可能发生“热射病”，即因体内热量
过度积蓄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直至死亡。

孩子
体质弱

“这种做法极有可
能 导 致 儿 童 意 外 身
亡！”在第八届上海“为
了孩子”国际论坛上，
市气象科学研究所周
正强提供的研究报告

《幼儿园校车闷死小孩
事件与气温条件》指
出 ，一 旦 气 温 超 过
26℃，独自留在车内的
儿童就可能遭遇致命
的车内热射病。炎炎夏
日，他提醒家长老师提
高警惕，防止悲剧发
生。

为何成年人感觉
“还可以”的温度，竟会
造成车厢内儿童死亡？
据周正强介绍，美国一
项研究发现，当气温达
到 35℃时，阳光照射
15 分钟，封闭车厢里
温度就能升至 65℃，
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上
半小时就能致命；在阳
光直射下，密闭车厢内
的温度可在一小时内
上升约 20℃，因此即
便 车 内 最 初 温 度 是
26℃，一小时后也会超
过 40℃。在这样的高
温下，儿童体温上升、
体内水分散失的速度
远比成年人快，他们的
呼吸系统和耐热能力
又不如成年人，因此很
可能发生“热射病”，
即因体内热量过度积
蓄而引发神经器官受
损，直至死亡。

（解放日报）

7岁小孩闷死车内
我们大人忘了什么

7岁的明明（化
名），永远离开了。
8月5日中午，南部县

火峰乡，明明父母带着他开车出
去办事、回家途中，一直将他忘记在车

内，等到最终发现他时，孩子横躺在后排座
上，手指甲、嘴唇发青，经120抢救无效死亡。明明

的父亲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把孩子忘在了车里，找到
时悲剧已经发生。未成年人保护专家表示，监护人有义务保护
自己的孩子，如果因为过失没有履行保护义务，“马大哈父母”
或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5日，南充市南部县一父母把小孩留
在车内，最终小孩窒息死亡。事发时，是父
母带着小孩出去办事，不慎把小孩留在车
内，因为气温高，小孩被发现时已经没有
了呼吸，经120医生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6日，成都商报记者前往事发地南部县
火峰乡环江寺村7社，通过周围居民了解，
证实确有此事。环江寺村主任石长普介绍，
事情发生在5日下午1点多，村民向建国（化
名）两夫妻办事去了，明明被锁车内，当时太
阳大，孩子窒息，“确实没有抢救过来”。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向建国在环
江寺村的家，其并不在家中。向建国通过
电话告诉成都商记者，目前夫妻住在城里
亲戚家，明明已送殡仪馆。向建国说，明明
只有7岁，家中还有一位大儿子，到外地婆
婆爷爷那里去玩了，家里就只剩下小儿

子，没有想到他会出事。
“当时我们把他带着一路

去派出所（办事），但回来
的时候我们在家

里没有找到

孩子，”向建国说。等回到车上找到明明
时，人已经不行了，当时就打了120急救。

邻居石德翠（化名）介绍，当天下午1点
过的样子，自己正在家里炒丝瓜准备吃午饭，
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哭，丈夫向生明（化名）喊
出去看看，才发现是邻居向建国的妻子，“明
明妈妈懂得点急救知识，自己在抢救，之后
120急救医生来抢救了约30分钟。”。

“我们到的时间是 1 点 30 分左右，”
120急救医生陈丽介绍，当时他们（父母）
已经从车内把小孩抱出来有10分钟的样
子，接触小孩时身上还有温度，“小孩父母
说，当时他们把他从车内抱出时，嘴唇和
手指甲发青，四肢有些发白”。

“当时检查呼吸道通畅，一直做心肺
复苏，抢救了30多分钟的样子，确实不行
了，才宣告死亡，”李丽说。根据明明死亡
的情况，陈丽称“属于窒息死亡，主要是高
温引起。”

成都商报记者翻阅了南充气象台发
布的气象数据，最近两天，最高气温在35
摄氏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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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温密闭环境下，小
孩会发生什么？
1、脱水
2、电解质紊乱
3、酸中毒
4、多脏器衰竭
5、死亡

大人该教小孩哪些自救的方法？
1、按方向盘那里的喇叭，就会
有人来救
2、一些车辆被锁之后，从内是
可以打开车门的
3、一些车的后备箱也可以从内
部打开，用于紧急情况下逃生

自救
要早教

车内高温窒息“嘴唇和手指甲发青”死亡

一个小时办事情 “不清楚孩子下车没有”回忆
孩子父亲向建国向记者介绍，5日上

午 11 点多，当时气温确实在 35 摄氏度左
右，自己接到一个电话，就和妻子前往距
离自家2公里左右的派出所处理事情。由
于家里没有人照顾小孩，夫妻俩带着7岁
的孩子开着自家的一台SUV一同前去，几
分钟后到达派出所门口。

“当时给乡上一领导打电话，领导说
派出所领导下村了，正是自己的那个村，”

向建国说。随后，向建国和妻子又驱车回
村寻找派出所所长，“找到人之后，就因房
屋拆迁处理的事情，大概谈了半个多小
时”，然后他驱车回家。

据向建国回忆，当时时间在12点多，因
为要搬迁，村里很多人都在搬家，车辆多，向
建国没有将车开到自己家门口，而是停在百
米外的大路口一村民家旁，阳光下没有遮阴。

“我回到了家，到了二楼，我找孩子，

没有在，家里都找了没有人，”向建国说。
思来想去，两人不知道自己孩子在什么地
方，后来向建国才跑到百米外的车里去
找，“娃儿躺在后排座”。

向建国说：“那时候才反应过来，我
们把娃儿忘了。”谈及当时的一幕，向建国
哭得一塌糊涂。在自己和派出所干部交谈
的过程中，孩子是否下车，他和妻子表示

“都不清楚了”。

很听话成绩很好“每次都考90多分、100分”孩子

气温超26℃
孩子绝不可
独留车内

一条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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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人体反应

解放日报记者实验：在外部
气温 26.7℃时，汽车内温
度在一小时内的变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