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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疏导点铺面进场费要#万
元" 租金#"""元一个月" 这也太贵了
吧#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反映%

$月#日" 记者在和平南路延长线
新建便民疏导点看到" 部分商铺已经
开始装修" 南亚广场一侧主要经营服
装和药材专卖及小吃等" 亚希大厦一
侧新建铺面全部经营电动车销售% 记
者大致数了一下"新建商铺约有%"家%

!你要购买铺面吗& 主要想经营什
么& $见到记者要拨打铺面上的招租电
话" 一名自称招租负责人的男子马上
进行搭讪% 记者表示想经营品牌服装"

该名男子立即称" 现在商铺已经没有
几个了"他手里目前还剩下&个"进场
费需要'万"租金#"""一个月"有油烟
污染的不给租"签约期(年% 该男子还
称"不必要担心铺面会被拆掉"这一带
的商铺使用期限为'"年%

'这里铺面已经不多了"抓准机会
转手估计还能赚一笔% $该名男子说%

记者在现场发现" 许多人向该名男子
咨询商铺的情况"但都因价高而离开%

随后"记者以考虑为由离开"并按照铺
面招租上面的联系方式打给该男子"

并表明记者身份" 该名男子改称只是
帮朋友转手"不属于公司人员%

连续几天的走访"记者发现"该便
民疏导点的铺面的价格一天一个价"

亚希大厦一侧店铺已没铺面承包"铺
面进场价已经被炒高至!"万元% 南亚
广场一侧仍有部分铺面"进场费最低'

万元" 最高炒至%万" 租金也从每月
#"""元涨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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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和平南路延长线原是多
年的断头路"去年年底已建成通车"原
来的便民疏导点因为修路被拆除"导
致一些经营者随意占道乱摆卖% 为了
解决由此而产生的脏(乱(差问题"经
过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批准建
设海口市和平南路延长线便民疏导
点" 解决周边很多困难群众的就业问
题) 主要安排辖区的零就业家庭人员"

经营品种为日用百货(海南特产等*

但记者了解到" 该片区便民疏导
点实际已经'变味+"目前进场费及租
金价格不断被炒高" 许多原被拆的便
民商铺商贩都没有被安排进场" 同时
经营的内容也变成了电动车销售,服
装店及药材专卖店等*

正在装修铺面" 准备经营冬虫夏
草药材专卖的老板娘文女士说" 作为
最前端第一个铺面" 价格比其他铺面
贵些"进场费和租金及装修下来"目前
已经花了!*万元*

据了解" 南亚广场附近的一些老
的便民疏导点"每个月的租金在'""元
至!#""元不等" 跟新建的疏导点商铺
相比"两个同为便民疏导点"价格相差
很大* '南亚片区便民疏导点)&家商铺
在没有被拆之前" 一直是由我负责管
理" 可现在新建的便民疏导点没有优
先安排被拆商铺人员" 铺面进场费又
那么高" 和当初被拆之前铺面费用无
法比拟* +之前负责管理)&家商铺的张
先生说" 以前的商贩基本上都是一些
零就业人员及一些下岗工人" 在没修
路之前" 南亚片区便民疏导点的商铺
进场费就&万元左右" 租金也非常便
宜* 张先生称"现在新建便民疏导点铺
面不管定价及商贩进场"全都乱了"跟
便民搭不上边*

'其实一些人拿到这些铺面后"根
本就不是想自主经营" 而是通过转手
赚一笔* +附近的一位商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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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疏导点铺面进场费疯长谁来
管& 记者来到海口市美兰区政府咨询"

该局政府办公室要求通过区五大办了
解"美兰区五大办的相关负责人则称"

招商他们不管*

记者从海口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了解到" 便民疏导点主要为解决五类
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零就
业家庭人员(低保户.再就业问题"目
前新建疏导点铺面是由街道办负责申
报到区里" 然后区里再上报到市政市
容委审批" 但是商铺招租不归市政市
容监管*

记者了解到"该疏导点由海南联创
达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由美兰区城管局和美兰区环卫局负责

监管"并按照要求落实好门前/三包+

等管理规定*

海口市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疏导点管理费不在省定价目录之
列"物价局没有相关定价"商铺价格主
要是市场因素上浮波动" 不过商家收
费一定要坚持合理,公平,公正原则*

记者从美兰区城管局了解到"城
管不负责便民疏导点的招商" 只负责
监管* 负责申报建立该便民疏导点的
为海府街道办" 具体的相关情况得由
街道办解释*

随后"记者通过!!*欲联系投资建
设方000海南联创达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但该公司电话已加密"无法查询*

对此"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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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高县车站大院里"

一栋'层住宅楼在周边低矮陈旧房
子的衬托下"显得鹤立鸡群* 远看其
外表"房子离交付使用不远了* 可走
近一看"门窗的框还没安装"水电也
没拉上* /从&"")年开始施工"到现
在#年多了"这楼还盖好* +临高车站
一位员工说"/我们都等到心里窝火
了1 +

KLMNOPQRS

在这栋没有建好的住宅楼对面"

就是车站的修理车间" 车间的顶的*

间半的小平房" 一共有#户人家住在
这*间半的小平房里* '"多岁的退休
修理工冯义天一家三代都挤在这里"

他们希望早日住进新房子里*

象老冯一家那样"盼望早日入住
住宅楼的还有&$户职工"有的职工急
需房子给儿子结婚"可由于住宅迟迟
没修好"大家即气愤又无奈* 职工林
尚坚的儿子打算等拿到新房子才结
婚的"现在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房子
还没建好*

最令候赛杰遗憾地是"他到死也
没能住上新房子一天* 他是车站的老
职工"今年#%岁"这辈子住的是低矮破
旧的小房子"&""'年!"月交了住宅首
付后"一直盼望早日住上新房*可是"直
到今年#月他病逝了"房子还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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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车站是住房比较紧张的国
有企业单位"隶属于海汽集团临高分
公司*为了解决部分干部职工住房困
难问题"&""'年该公司决定将旧瓦房
拆除"盖一栋公私两用的'层住宅楼"

一楼为维修车间"二至六楼为职工住
房"共("套*

经过招投标"由海南省建设工程

机械施工公司成为该栋楼的承建商*

据职工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该栋集
资住宅楼住宅建筑面积&)$%平米"预
算工程总费用为&"&+#%万元*

一楼为修理车间" 建设费用!""

多万元由公司出*&""'年!"月("日"获
得住宅资格的冯义天, 候赛杰等("位
干部职工交了首付!#"""元* &"")年
施工队进场动工"&""%年)月" 职工住
宅楼进入封顶阶段" 各集资户也按公
司的要求"于同年)月底前"交了!("""

至!#"""元不等的第二次集资款*

看到住宅楼封顶后"大家很高兴"

可万万没有想到"在交了第二次集资
款后"住宅楼封顶了"施工方却停止
了施工"这一停就停到&"!!年* 通过
公司与施工方交涉"&"!!年%月"大家
根据施工方的要求" 每户交了(万元
的房款后" 施工方才可以恢复施工"

进行室外装修* 可当室外装修完结
后"施工方再次停止施工"门窗,水电
管线等一直没有安装"化粪池等也没
修建* 一停就停到现在*

/从&"")年开始施工"到今天已#

年多了" 房款我们也交了%",左右"

但施工方就是拖着不把收尾工程做

完"太过分了1 +集资户们气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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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栋住宅楼迟迟未建好&

职工们称施工方的理由是2建材及人
工成本增加了"做不过)为此"大家也
同意增加房款"第一次每套加交!"""

多元" 第二次又同意加交*"""元"每
套房的房款增加了#"""多元)但施工
方仍不满足"便停工)

'日"海汽临高分公司陈助理说"

公司的领导也希望楼房早日期交付
使用"但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根据工程
进度拨付了工程款项)这几天"公司正
跟施工方交涉"要求对方尽快复工)

记者电话采访了施工单位林副
总经理"他表示"该公司是按&""'年
的建材及人工成本竞下的标"但到了
&"")年双方才签订施工合同"才进场
施工"从&"")年下半年开始"建材及
人工成本上涨" 这几年成本一直很
高"所以影响了工程进度)

林副总经理说"这几天他们会重
新安排施工下去复工)

临高车站这栋住宅楼何时建好
交付使用"本报将继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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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口市琼山区尾丹村村民林媛
向本报投诉称" 作为独生子女家庭"

他们仅在!$$*年时领取过一笔独生
子女补偿款"之后!%年再也没有领到
过)负责发放征地款的尾丹村村小组
组长李冲财对此称"因'政策有更改+

无法满足两户人家的要求) 据了解"

国兴街道办事处"计生等部门也曾出
面协调"但始终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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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媛告诉记者" !$$"年独子李
润健出生后" 夫妻俩决定不再生
育) 后来了解到" 海口市针对独生
子女家庭有奖励扶助" 其中就有在
农村征地时" 可多领取一人份额的
补偿款) !$$*年" 林媛一家也拿到
了*年期间的征地奖励款项" 共计*

万余元)

此后!%年之间有几次征地"林媛
一家始终不曾领取过独生子女土地
征用奖励款) 林媛告诉记者"&"!&年
她从琼山区计生局处了解到"目前根
据海口市计生委的相关规定"农村独
生子女家庭可以从领证之日起终生
享受土地征用奖励款)但当林媛一家
找到尾丹村村小组组长李冲财时"得
到的答复是" 根据过去相关的政策"

林媛一家的奖励款只能领到李润健
满!*岁那一年"而且是从!$$)年开始
算起)

而尾丹村另一户村民李凤旧家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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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尾丹村小组组长李冲财告
诉记者"村里并不想克扣林媛和李凤
旧两家的独生子女征地奖励款"只是

还没能与村民达成一致)

李冲财表示"村里的决定是有依
据的) &"!!年他被选为尾丹村小组组
长时"就林,李两户人家的问题"前任
组长手中的一份材料上对独生子女
征地奖励的相关说明是2从领证后直
至!*岁"增加一人份额) 但据记者了
解"该文件早已废止)

对此"李冲财表示"他仅仅是按
照手中的文件来执行) 另外"尾丹村
在&""(年已并入琼山区国兴街道办
管理"从农村被划归为城镇)他表示"

虽然该村村民的户口性质并未变更"

但林媛等人的子女是否还享有农村
独生子女奖励条件& '政策是否有变
化"我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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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
法规处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符合
计划生育条件的农村家庭" 应当发放
包括征地等相应的奖励款) 新文件发
布后" 过去的相关文件同时废止"目
前"海南省计生委规定"各项奖励款从
领取独生子女证之日起"终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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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街道办事处主任陈进全表
示" 街道办出面也多次劝说李冲财"

但多次协商始终未果"陈进全告诉记
者"他已经建议林媛等人通过司法手
段维护自身权益)

琼山区政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如果是村民的合法权益"理应
依法发放) 同时其表示会联系区政府
相关部门尝试进行协调工作)

海南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
作人员也支持他们通过法律手段取
回相应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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