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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特约记者 $%&

" "日上午#

海口市龙华区委$ 区政府召开全区
庆祝第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记者
在大会上了解到# 今后龙华区将加

快教育布局调整# 在海口市青少年
宫设立九年一贯制学校# 整合海口
市三小和十一中& 同时# 尽早研究
解决海口市十小$ 十二小和海口市
八中等老城区 '麻雀学校( 整合问

题# 形成规模性办学%

今年以来# 龙华区通过加快学
校整合力度# 努力将全区 %%所公办
中小学校整合为 &'所# 保留农村教
学点 &"个& 在龙桥建设九年一贯制

学校# 接管海口市九小解放西分校#

接管海口市青少年宫用于整合海口
市三小和十一中# 扩建秀峰小学#

启动秀峰幼儿园和龙泉中心幼儿园
建设# 恢复区中心幼儿园公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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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嘉积镇委$镇政府在龙寿
村举行 '龙寿洋田野公园)创意城市
空间新概念( 艺术家采风启动仪式%

记者获悉#琼海市委$市政府推出'建
设田园城市 打造幸福琼海( 新的城
市发展思路#今后将嘉积镇龙寿洋万
亩田洋打造成田野公园% 目前#该市
聘请专家对相关项目展开调研规划%

万亩龙寿洋田野公园项目是建设
田园城市先行区# 通过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 使龙寿洋周边村庄的基础
设施功能达到城区水平% 田洋边的村
庄就是城市中的小公园# 乡村道路将
各具特色的村庄连接起来# 如玛瑙般
点缀在城市周边# 形成浓郁的乡村景
观% 通过龙寿洋田野公园先行区的建
设#然后逐年扩大推广#形成'城在村
中#村在城中(的琼海特色田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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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牛岭公园要不要建高尔
夫练习场* 当海口市园林$规划部门
决定重新评估金牛岭公园休闲体育
场地规划# 再次征集广大市民意见
后#众多市民纷纷给南国都市报来电
或网上留言#表示反对建高尔夫练习
场#望公园多保留现有良好植被%

ST

1
7UVWXYZ[\]^_

据了解#金牛岭公园是海口市面
积最大的综合性公园#规划用地面积
约!(&)*公顷+,--'亩.#植被良好#被
称为海口市'绿肺(%今年$月&(日#海
口市园林$规划部门向社会公开解读
+

/0123456789:

,#并称
将在公园中建设一个高尔夫练习场%

尽管有关部门表示#建高尔夫练
习场的初衷是考虑到高尔夫练习场
占地面积只有约&公顷# 对周边地区
环境破坏不大#同时该练习场满足市
民的不同需求#但广大市民对此解释
还是质疑声强烈%

考虑到市民对此存在不同意见$

分歧较多% 海口市园林$规划部门近
日表示#重视市民$网友的意见#决定
重新评估金牛岭公园休闲体育场地
!高尔夫练习场"的规划#并就如何重
新规划求计于市民网友%

此消息一出#众多市民网友纷纷
对有关部门这一决定表示肯定% '先
不管最后高尔夫建还是不建# 能表示
再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说明有关部门
还是非常尊重大家的呼声的# 这一点

值得称赞-(网友'疯狂的鸟(如是表示%

网友(幸福生活(则称#'重新规划
这个决定好#希望公民监督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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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重新征集市民意见#大
家到底希望高尔夫是建还是不建呢*

众多市民给本报打来电话#大家给出
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

'逛公园不要钱# 我们可以经常
去#但打高尔夫是有钱人玩的#我们
可玩不起% (金垦路上的商户老王说#

公园就是服务广大老百姓#让大家闲
暇之余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
建了高尔夫#收费高#普通老百姓玩
不起#'那还是公园吗* (

一位比较了解情况的市民余先
生说# 他偶尔陪朋友去玩玩高尔夫
球#可每次去#看到场地上的玩球人
并不多#看来高尔夫球还只是个小众
的运动% 海口市区就那么大#建高尔
夫球场占地又那么广# 目前已经有'

家高尔夫练习场了#所以再建一个高
尔夫练习场是不是过多了%

此外#有的网友还特意引用了一
些资料#称.高尔夫球场不仅破坏土
地植被#而且平时养护都要使用大量
的农药杀虫剂#这些'毒药(长年累月
后#会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源#不
环保# 还对大家的饮用水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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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建高尔夫球场# 该建什么

呢*对此#市民们的意见似乎比较统一#

那就是啥场都不建#就种花草树木%

市民窦女士说# 金牛岭公园是海
口一个非常好的公园#现有植被良好#

花草多#树林茂密#每次去散步都感觉
很舒服#希望这块宝地别被糟蹋了%

'总之# 我们觉得公园就应该多
种点花草树木才好#建什么高尔夫练
习场干啥#我们又不玩% (经常带小孙
子到公园玩的王老先生建议#金牛岭
公园改造#多完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
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加入过多'商
业味(# 应该多保留公园原有的绿色
'味道(#因地制宜#多种点花草树木#

多一点植物生态景观#让这个公园更
好的服务广大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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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金牛岭公园内建设高尔夫
练习场# 尽管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且出于各种担心#但也有网友和市民
表示赞成# 认为公园不是有很多树
木$有湖就是最好的#也应该与时俱
进#做到雅俗共赏#不同人群都受益%

网友'一豆子(表示#曾经去过金
牛岭公园#在惬意散步时候#却感觉
公园有种莫名的荒凉感#人气远不如
万绿园$ 白沙门公园旺% '即使到周
末#去的人也不多% (该网友还表示相
比较其他公园多样化的娱乐设施#金
牛岭公园缺少特色#随着竞争加剧#它
已经落后不少% '现在重新规划修建#

是个好事# 要是整个公园后档次提升
了#有一块高尔夫场地是锦上添花#这

样做到了雅俗共赏#眼光长远% (

虽然高尔夫一直被认为是贵族
运动#且占地较广% 在绿色资源十分
珍贵的城市中心公园建立高尔夫练
习场# 在城市建设规划中比较罕见%

家住南沙路上的刘先生表示# 说不定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能给公园带来不
少人气% 如今喜欢高尔夫的人越来越
多#只要收费合理#高尔夫爱好者和初
学者就不会舍近求远# 耗时耗力地往
郊区跑% '在散步或是晨练时#驻足看
别人挥杆#也是一种惬意% (刘先生表
示# 公园的公共性不代表市民利用的
单一性# 只要占地面积合理还是可以
接受的% '如果管理者能把金牛岭公园
高尔夫球场建设成为人们脑海中高尔
夫练习的理想地方#真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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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长满苍天大树的土
地上建高尔夫球场呢* (网友'海子海
子(认为#其实海南的高尔夫球场已
经不少#不缺这么一个% 但海口就这
么一个长满大树的公园了-给这个城
市的人们留一点喘息的地方吧%

从事园林工程的网友'孤单的小
小鸟(表示#金牛岭公园很多苗木虽
然比不上人民公园# 但也非常珍贵%

'各种苗木价值很高#还有湖#希望政
府规划千万不要浪费了这块宝地- (

众多网友中# 无论是支持或是反
对建设高尔夫球场#初衷都是一致的#

就是保护好'海口之肺(的公园#给嘈
杂$繁忙的城市人留一块歇息的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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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从"月&日起#儋州
限价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进入
到申报审核程序#凡具有儋州非农户
籍人员$无自有住房或未租住公有住
房$ 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超过#)%万元
的人士均可申请%

据了解#此次限价商品住房和公
共租赁住房申请时间从"月&日开始#

分为初审$审核$公示和终审等程序
进行% 申请人应提供包括身份证$户
口本$收入情况$住房情况等证明%

据介绍#此次申购的,('%套限价
商品住房和&$*套公共租赁住房均位
于那大镇云月路西侧#将解决当地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住房难问题#改
善中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