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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自去年!月首家"#平价菜店开张
后!三亚先后在旺豪超市"天成超市等
$家超市开设平价蔬菜专区# %&月%'

日!记者走访发现!市区内$家超市平
价菜专区生意比较火爆! 而位于市郊
红沙的首家"#平价菜店生意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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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三亚市首家"#平

价菜店在榆亚路红沙附近开张营业$

开张当天! 由于平价菜店里的蔬菜比
农贸市场便宜()*!&+!所以有不少市
争相购买$ 但仅开张一个多月后!首家
"#店就陷入窘境$ 刚开始!一天还有六
七千元的营业额! 但后来只有四五千
元收入!而该店仅员工工资每月就近$

万元!再加上房租%水电等费用!所以
该店每个月都举步维艰$

"#平价菜店的经营之所以面临窘

境!主要与位置及人数量有关$ 周边人
流量较少!主要居住群为候鸟一族!随
着北方天气转暖! 候鸟一族纷纷回北
方后!附近的人群也越来越少!到平价
菜店买菜的人也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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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年
%'月! 三亚市在国际购物中心旺豪超
市"旺毫超市"明珠广场福乐多超市"

天成超市"南国超市"百佳汇等$家超
开设平价蔬菜专区$ 暂定每天向市民
供应%万斤平价蔬菜!平价蔬菜品种达
'&个!并实行限量销售!每人次购买数
量不得超过%&斤$

%'日上午! 记者在三亚国际购物
中心旺豪超市采访了解到! 这里的平
价蔬菜比农贸市场便宜'&)&!&)!每
天早上超市开门不久! 就有不少市民
过来买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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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更多市民买到质量保证%价
格低廉的平价菜! 三亚市决定今年再
建,家平价菜店$ ,个平价菜销售点分
别是' 在红旗街福乐多超市% 红沙社
区%西河西路供销副食品公司建!家平
价商店!在丹州社区%临春商贸市场%

鸿港农贸市场%月川社区等建立$家平
价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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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海口海府路金鹿花
园的毛先生打算换的房房龄 %$

年!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三房
两厅! 前两年刚装修! 中等档
次# 因为年事已高! 目前居住
的房子位于 -楼! 无电梯! 上
下楼非常不方便! 想换一套海
口或三亚市区的房子# 无电梯
的话最好是 !.(楼! 电梯房则
不 限 楼 层 # 毛 先 生 电 话
%!!''&&%,/,#

张先生想置换海口红城湖
路高路华小区的一套房# 该房
建筑面积%!&平方米! 三房两
厅!普通装修!想换到三亚市中
心!靠近海边更好# 张先生电话
%!/-$!((%&/#

谭先生想将定安县昌茂中
润温泉水城的一套毛坯房换一
套海口市区的房# 谭先生的房
建筑面积-(平方米!两房一厅!

'&%%年交的房!产权清晰# 其想

换一套海口的房子! 新房二手
房无所谓!'房以上! 谭先生电
话%!,-$$%%'%(#

王先生在海口湾丽晶路一
花园小区有一套单位房!'&&-年
购买的!建筑面积%"!平方米!三
房两厅!精装修!总体层高'(层!

王先生的房位于第%(层#王先生
想置换一套位于海口世贸繁华
路段%交通方便%同等条件的住
房# 电话'%((&&,!$%%(#

蔡先生的房位于西沙路白
坡里!建筑面积,&多平方米!三
房两厅! 单位房!'&&&年的房
子!中等装修# 想换金盘路%南
沙路附近的电梯房 ! 电话 '

%!-&-(%&"($#

柳女士想用海口一套$&多
平米的房子换成三亚'&多平方
米的房子#其房子位于金盘海南
日报社附近!建筑面积$&多平方
米#柳女士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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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符先生想用三亚的一
套房换海口房的意愿在本报登出
后!接到了十几个电话!均表达了

想换房的意愿#双方正在谈!觉得
合适的话就相互去看房#

专家提醒市民! 在房屋产

权置换时注意'%0所换房屋要依
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
地使用证)'0 房屋产权清晰!无

抵押%查封等瑕疵)!0房屋本身
无司法% 拆迁冻结等法律禁止
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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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将利用"年时间!

分步实施东山镇岭北水库%石山镇玉
凤水库共'个水上公园的建设! 今年
底前完成岭北水库水上公园项目建
设#

据秀英区水务局负责人介绍!打
造这'处水上公园! 是在两个水库的
旁边建设绿化%园艺%休闲的环境及
功能#目前已完成岭北水库水上公园
的初步设计!正进行专家评审!如评

审过后!就可进入招标阶段# 秀英区
力争到'&%(年! 通过水上公园的建
设!创造自然%清新%惬意的休息娱乐
空间!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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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负
责建设的*天地图+海南,通过了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接入测试评估!正
式接入了国家天地图主节点!实现国
家与海南省级节点在线数据的互联
互通$

*天地图+海南,在线服务数据包
括了全省最新的电子矢量地图数据"

&0(米分辨率的影像数据等海量地图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及丰富的地名
地址数据$ 除了提供地理信息游览"

地名地址查询定位等基本服务外!还

提供了信息标绘"测距"公交查询"位
置导航" 海南重点景点和酒店!$&度
全景展示" 三维地图服务等扩展服
务 1 通过门户网站-22203456708930

8:.提供免费的地理信息浏览查询等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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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廉租住房福民小区入住
剪彩仪式于%&月%%日!在位于八所镇
八所村东南侧的福民小区隆重举行!

'//户低收入困难群众住进了他们期
待已久的新房$

福民小区总共建有廉租房%"栋共
$-'户!当天入住的有'//户$他们多是
身患残疾或老%弱的困难群众!为了方

便他们的生活起居! 东方市房管局安
排他们住在一楼和二楼$

'&&/年至'&%%年! 东方市先后
在食品厂利民小区和八所村东南片
区建起廉租住房',栋! 共%''"套$

目前全市已有!$$户低收入家庭入住
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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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起我省每年计划投入"&&&

多万元奖补资金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的发展! 琼海市'!所民办幼儿园将
获得"%$万奖补资金$

据介绍!目前琼海市共有幼儿园
/!所! 其中-"所民办幼儿园承担了%

万余名幼儿的学前教育$ 经过筛选!

琼海市'!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将获
得奖补资金的扶持!每所奖补资金范
围%,0(*"(万元$ 受到奖补资金扶持
的民办幼儿园将重点用于支付园舍
租金% 补充教具和保教生活设施设
备%校舍维修改造%弥补公用经费不
足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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