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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居巷位于三亚河口!区域土地面
积$%&'万平方米!原有建筑面积近()万
平方米!共计**++户!总人口),""余人"

由于早期建设没有经过很好的规划!居
民房屋建筑质量差!布局混乱" 与大多
数城中村一样!水居巷内居民的楼我挨
着你!你靠着他!有的小巷出入侧身走
都困难" 再加上乱拉乱架的电线!万一
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没办法进去"

为建设优美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

提升城市形象和价值! 改善市民居住条
件!三亚市政府决定对水居巷片区进行整
治" 不想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强烈反对"

据三亚市河西区管委会一位负责
人介绍!刚开始!当工作人员走家串家
宣传旧城改造时! 许多居民说什么也
不同意" 有人一看到工作人员到来!要
么关门不让进!要么出门逛街去了"

一次动员不行! 就一家一家地沟
通# 解释$$经过项目推进小组工作
人员的多次沟通!讲道理摆事实!一些
明白事理的居民开始支持政府的旧城
改造工作" 有的还自动加入动员队伍
中!越来越多的居民同意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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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水居巷居民的态度转变!三
亚市河西区征地管理办公室一位负责
人说! 这主要得益于在旧城改造过程
中! 三亚市有关部门提出的先建新家
园再拆旧房子这颗%定心丸&让居民实
实在在体会到旧城改造的保障#好处"

据三亚鸿洲集团一位负责人介绍!

水居巷共有(个拆迁安置区!共有-.,套
安置房"位于红郊的碧海佳园有%*)套!

位于南边海安置区的景山花园有)/.

套" 为让搬迁居民过上舒适的环境!这
两个安置区的绿化和各种配套措施非

常到位" 两个安置区都依山傍海!部分
房屋还是一线海景房!让水居巷这些靠
海而生的居民可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

*,月*+日!在南边海安置区!谈及
即将搬入新家!黄健感慨地说!今昔没
法比" 水居巷两间老旧# 低矮的瓦房
里!除住了他父母外!还有他和哥哥#

姐姐三家*,多人" 房间潮湿!年迈的父
母经常生病! 他们早想将自家瓦房翻
新了!但苦于没钱" 这次水居巷改造!

他家获得(套+,多平方米的新房!而且
还有补偿款!全家人甭提有多高兴了!

他哥哥一家已迫不及待搬进新房了"

*+日下午! 记者走进南边海安置
区!看到整个小区干净的环境#整洁的
绿化!顿时备感舒适" 真没想到这样的
一线海景小区竟然是安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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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居巷搬迁过程中! 最能体现以

人为本的就是三亚市有关部门推出一
系列惠民措施' 被拆迁户除免费拿到
*0(倍面积的新居外! 每平方米还能额
外获得三四千元补偿款( 无论原有房
屋面积多大! 至少为村民提供不小于
+1平方米的安置房( 无论房屋面积差
额多大!低保户一律减免差额款$$

据三亚市河西管委会一位负责人
介绍!为解决推进搬迁安置工作!河西
区管委会和海南鸿洲集团对搬迁的低
保户提供了相应金额的补助" 此外!对
于在搬迁安置中积极配合的居民!还
获得额外补助和奖励"

在红郊碧海佳园小区!黄阿婆说!

他们一家原来住在一间低矮的平房!

全靠打工生活!由于没钱修房子!以前
一遇到下雨天就发愁" 现在可好!有关
部门考虑到她是低保户! 不仅减免了
安置差额款! 还给了她2万元补助款!

一家人考虑都不考虑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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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居民不支持旧城改造!其中一
个担心是'房子被拆了!租金没了!又没
有固定工作!补偿款花完后怎么办)

为此! 鸿洲集团从两个方面进行
统筹! 尽可能提高搬迁居民的生活水
平和质量" 一是旧城改造后的物业管
理等岗位!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水居
巷居民" 二是在红郊安置区旁建设一
个高3.层的酒店! 以解决拆迁区内三
亚航运总公司搬迁后的就业问题" 目
前! 有%1多位水居巷居民在鸿州公司
实现就业!从而解决了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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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子有了!工作问题解决了!居民
支持也就多了!旧城改造的速度就更快了"

据了解! 截至目前!$$++户居民中!

超过214的居民和鸿洲集团签订了搬迁

协议! 已有2%1户签约居民陆续移居新
房" 同样!片区内三亚港务局的搬迁工作
进展也很快!%11余户职工中! 也有过半
职工签订搬迁协议"

由于整个水居巷有居民$$++户!但
目前已建好的两个安置区仅有-.1套
房! 还有(11多户居民没办法搬进安置
区"对此!鸿洲集团一位负责人表示!目
前!他们正和有关部门协商!看能否重
新找一块地建安置房" 实在不行!将协
调剩下的居民纳入三亚市保障房范围"

今年水居巷搬迁征地工作取得飞
速进展!完成的水居巷搬迁面积总数已
超过(1$1年和(1$$年搬迁面积的总和"

据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一位负
责人介绍!目前!水居巷的居民都配合
旧城改造" 据统计!目前水居巷已完成
$%万平方米搬迁任务! 占总任务量的
多半" 有望年底前完成水居巷旧城改
造拆迁工作"

!"#$%&'!%(%)*+!,-./012345"!6789:;!<=>?@ABCDEFGHIF1JKL5# MNOPQR$

ST%U7VWXY3Z[3J\]^_5`abc8def#ghi%34jklJmnopM%Mqpr12st%uvlwxyz{#|}%

34j~��1���������# ����%�C

!"#

�Y3Z34��z��%C���������{��# �U!�% ¡¢£¤VW

X¥¦C§<¨©ª1&«¬���2�!®¯�°±²³BC´µ!¶�:«·¸¹º»¼½¾'U¿À34Á^3ÂÃÄ1¯Å(

!

!"#$ %&' ()"*

cd

e1f!Fg"?@AGDEFG

hijklm=1nopqrT"12s4t6u89:;<"vwbxyz"Ex{|Q}~����

*

!"+,

!"

-

!#

./

+见习记
者 !"#

,%之前也带过茶叶到这个
咖啡馆!今天才知道!要收2(元加工
费!太贵了!简直天价" &美兰区市民
张先生$+日致电本报! 试图搞清楚
咖啡店如此收费是否合理" 物价部
门表示! 目前海口对自带酒水到餐
饮店的收费价格并没有相关条例进
行规定!市民消费前需先了解清楚"

�������

�����{�

$+日早上+点%1分5 美兰区市民
张先生和另外%位朋友来到位于龙泉
花园的龙泉咖啡! 准备在这里吃早
餐!并分享一位朋友带来的好茶"%我
们点了%个套餐! 因为套餐里面有奶
茶#咖啡之类的!因此我们泡了朋友
带来的好茶后!没有再另外点茶" &

%每个套餐只要不到."元钱!怎
么结账要(""多呢!&张先生说!一查
才知道其中包括了2(元莫名其妙的
%加工费&!%以前我们也经常自己带
茶来这喝!但因为朋友抢着付款!因

此也不知道是另外收费的" &

张先生说!这令他很是不解!在
店里点个茶也就三十五十! 怎么加
工费要这么这么贵呢) %经过一番口
舌!最后我们给了."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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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2点%"分! 记者来到张
先生所反映的龙泉咖啡"相关工作人
员就此事进行了解答" %我们是不讲
价的!最后少收他$(块钱应该是他朋
友有678卡"&该工作人员拿来一个菜
牌!指着菜牌上%加工茶2(元&一项
说! 我们这个价格不是随便定的!是
写在菜牌上经过物价部门审批的"

%其实不允许带茶水酒水已经
是餐饮行业的一个明规则! 这样也
是出于为消费者考虑! 怕他们喝自
带的喝出问题!&该工作人员说!正因
为不愿意客人自带酒水茶水! 因此
在定价的时候!才将加工费用定高"

记者随后走访了几家咖啡店发
现! 这些咖啡店均表示原则上不允

许自带茶水! 但可交费委托店里加
工!加工费在%1元#21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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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带茶水# 酒水到餐饮店
是否应该收费! 多位接受采访的市
民均表示认可餐饮店进行收费" %如
果不收费! 大家都自带去占位人家
怎么做生意) &市民李先生说!现在
他比较关注的是! 餐饮店该收取多
少费用才算合理) 物价部分是否有
相关规定进行规范)

记者致电3(%2+价格举报电话"

接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海
口市政府并未出台相关的条例对自
带茶水酒水价格问题进行明确规
定!%关键是看他有没有明码标价!

如果明码标价一般是正常的! 如果
没有明码标价可拨打3(%2+举报" &

对此!不少市民表示!希望这项收费
能得到规范!这样!既能满足部分茶
酒水发烧友的需求! 又能减少消费
者与店铺之间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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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有关部门获悉!

%美星盛典&(13(三亚国际顶级私人物
品展# 国际游艇模特大赛将于33月32

日至3+日在三亚举行"届时!近百种国
内外知名品牌高端如罗宾逊飞机#阿
兹姆游艇#蓝高游艇#皇家游艇等私人
直升机#超级跑车#豪华游艇将亮相"

此外还将有艺术品收藏# 定制珠宝等
奢侈品展示"

(13(国际游艇模特大赛今年吸引
了全球)1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选手参
赛! 决赛将于33月3)日在三亚半山半
岛帆船港进行"

同期举行的(13(世界游艇论坛!

还特别邀请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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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磅国外著名游艇
品牌首席设计师与国内游艇业内人士
交流东西方设计思想! 助力中国游艇
从%制造&走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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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0

,3+日上午!儋州中和国
家历史文化名镇综合整治项目# 东坡
文化旅游区一期工程举行开工典礼"

据儋州市有关负责人介绍! 东坡
文化旅游区是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规划纲要+/,3,C(,(,,*3'个全省
重点开发建设的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之

一"通过复建及旅游文化改造!建设历
史文化街区等基础设施建设! 配套休
闲娱乐旅游系列项目!深入挖掘%国家
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儋州故城&这三大国家级品
牌!积聚海南儋州民俗#饮食#调声等
特色文化元素!丰富儋州旅游品牌!构
造独特的文化旅游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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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加强农资市场整顿!规范实
行农药批发特许专营和零售许可相结
合的管理制度!3,月3+日!记者从东方
市农业部门获悉!3'日!该市第一期农
药经销人员上岗资格培训班开班!3-2

名农药经营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培
训考试合格者!将获得-农药经营上岗
证*"以后须持证才能上岗"否则将按有
关规定依法查处"目前!东方市共有3))

家农药经营企业! 其中!'+家申请农业
零售经营许可!已有'.家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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