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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袁 三亚市海坡自然村棚改
项目袁 是三亚重点的棚改重点项目之
一袁已于去年 7月启动袁项目用地面积
约 382 亩遥 其中袁 此次竞拍的控规
HPC-19-01地块面积 60274.02平方
米袁 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金
融保险混合二类居住用地袁 容积率臆
3.0遥 控规 HPC -19 -02 地块面积
27993.27平方米袁 规划用地性质为旅

馆用地袁 容积率臆2.5遥 控规 HPC-
19-05地块面积 53683.18平方米袁规
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金融保险
混合二类居住用地袁容积率臆3.0遥 且
此地块须配建一处公共厕所袁 结合地
下空间配建一个公交站场 遥 控规
HPC-19-10地块面积 11673.54平方
米袁 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旅
馆用地袁容积率臆2.2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李碧微冤 昨日袁 三亚市涉旅企业
实施旅游地方标准第二阶段工作正式
启动遥 此次实施旅游地方标准评定工
作是市旅标办按照 2017年三亚市深
入推进旅游标准化工作及实施工作总
体布署并依据 叶三亚一日游服务规
范曳尧叶潜水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
评定曳尧叶旅游购物点质量等级划分与
评定曳尧叶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评价
规范曳 等四项旅游地方标准袁叶出租汽
车客运服务质量规范曳尧叶近海旅游船
服务规范曳 等两项旅游地方标准将于
八月开始实施遥
此外袁出租车行业尧近海旅游船行

业将计划 8月份开始进行检查遥 三亚
市文体局尧市食药监局尧市工商局尧市
交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尧市旅游协会尧
市海鲜排档协会尧市旅行社协会尧市潜
水协会以及市旅标办聘请的旅游标准
化专家参与此次六项旅游地方标准的
实施与评定工作遥

114家涉旅企业
参与等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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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观澜湖主题夏令营火爆开营
商报讯(通讯员 陈丹丹) 近年来袁野夏

令营冶已悄然走进千千万万家庭中袁家长
们也越来越关注孩子们暑假对学习尧生活
的合理规划和安排遥困扰家长们的无非是
选择什么样的夏令营课程更适合自己的
孩子袁 可以让孩子在学习中快乐成长袁在
磨砺身心的同时学习一项或者多项技能袁
使孩子们的暑假过的更充实更有意义遥

记者带着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来
到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袁 观澜湖
的工作人员一一解答了记者提出的
问题遥 首先袁针对家长们关心的夏令
营课程袁观澜湖共推出五款主题野夏
令营冶课程袁六天五晚之巴萨足球夏
令营尧七天六晚之乐训夏令营尧六天
五晚之乐游夏令营尧 六天五晚之乐
学夏令营尧 五天四晚之高尔夫学院
夏令营曰第二袁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课
程内容袁 观澜湖为孩子们量身定制
了一套适合孩子们的课程体系袁包
括长见识尧学技能尧重礼仪尧交朋友袁
训练和培养孩子们的组织协调能力
并建立孩子们的自信心曰第三袁针对
家长们关心的技能培训袁 观澜湖聘
请了专业课程的教练团队袁 通过专
业训练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与新
技能袁开拓孩子们的视野遥

巴萨足球夏令营
体验原汁原味的拉玛西亚青训体系
拉玛西亚青训体系为巴塞罗那

足球俱乐部培养出梅西尧 伊涅斯

亚尧哈维等世界一流球星遥 巴萨足
球夏令营主要针对孩子们对足球
的喜好袁 设立专门以足球背景尧足
球明星尧足球知识尧足球下场教学
等主题式的足球夏令营袁旨在学习
国际最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方法遥 封
闭式训练袁全程五星级陪护袁安全
无忧袁科学安排作息时间遥 来自巴
塞罗那的巴萨足球学校外籍教练
教学袁将带领小朋友体验原汁原味
的拉玛西亚青训体系袁优秀球员有
机会亲赴巴塞罗那的巴萨足球学
校训练学习袁还有机会享受在海口
巴萨足球学校免费学习一学期的
特优待遇浴

乐训夏令营
体验多样化的专业训练
七天六晚之乐训夏令营主要针

对六至十二岁的孩子袁 主要以训练
军事化管理尧 高尔夫礼仪尧 游泳课
程尧 用餐礼仪等更好地提升孩子们
的自律性遥 通过有趣又严格的专业
训练袁 不仅让孩子们接受到良好的

专业教育袁 更能提升孩子们独立思
考和辨别的能力遥

乐游夏令营
生存挑战练习体验别样生活
六天五晚之乐游夏令营主要针

对六至十二岁的孩子袁 课程涵盖军
事训练尧外籍老师教习西餐礼仪尧高
尔夫基础练习以及下场体验等等袁
其中还增添了市区景点作为生存小
挑战练习袁 锻炼及培养孩子从小独
立学习的能力遥 更特别的是首晚将
入住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客
栈袁客栈布置装饰民国风十足袁让孩
子们瞬间穿越民国袁 感受富有年代
感的别样生活遥

乐学夏令营
缤纷活动体验军旅生活
六天五晚之乐学夏令营主要针

对六至十二岁的孩子袁 设立以读书
会尧生活技能尧感恩教育尧礼仪礼貌尧
军事教育尧 高尔夫礼仪等主题的多
元化夏令营遥 培养小朋友在德尧智尧

体尧美尧劳全面发展曰通过国学教育袁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袁尊师重道袁善
良孝顺遥 进而通过每一项活动由一
名小领导带领袁 从而训练小朋友的
组织协调能力袁 从而建立小朋友的
自信心遥

高尔夫学院夏令营
青少年高尔夫专项课程训练
高尔夫学院夏令营主要针对六

至十八岁的孩子袁 设立专门以高尔
夫为背景袁球具知识 尧高尔夫礼仪尧
球场知识尧著名球场尧著名球手尧全
挥杆尧推杆尧切杆尧劈起尧下场教学尧
球场策略等主题高尔夫夏令营遥 培
养小朋友从小对高球有着浓厚的兴
趣爱好袁 同时也培养小朋友从小吃
苦耐劳的能力遥

2017年 7月至 8月袁 海口观澜
湖五种不同主题式夏令营袁 每种主
题都有着不同的训练教学内容袁其
目的都是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快乐成
长遥 这个暑假袁海口观澜湖夏令营等
你来见证孩子们的茁壮成长遥

碧桂园52亿拿下三亚四块棚改地
地块位于海坡村 总面积 15.36万平方米

2018年 12月底前由各有关部门尧各市
县政府落实守信激励措施袁 对具有优良信
用记录的个人袁在教育尧就业尧创业等领域
给予重点支持袁尽力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遥
对具有优良信用记录的个人和连续三年以
上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袁 可依法
采取野绿色通道冶和野容缺受理冶等便利服务
措施遥

叶方案曳还要求建立并落实失信黑名单
联合惩戒制度袁 鼓励市场主体对严重失信
个人采取差别化服务袁 对失信者加强监督
和约束袁在评先选优尧信贷支持等方面实行
失信一票否决制遥

2017年 12月底前袁 将恶意逃废债务尧
非法集资等严重失信个人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袁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遥

海南出台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建立健全 18岁以上学生诚信档案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碧微 吴坤莹冤 昨日下午 4时
30 分左右袁 位于三亚市海坡村棚户区的 HPC-19-01尧HPC-19-02尧
HPC-19-05尧HPC-19-10地块袁总面积 153624.01平方米袁土地评估总价
约为 48亿元袁被碧桂园以 52亿元拍下袁成为三亚最贵地块遥

在此次竞拍中袁有碧桂园袁中铁
保利袁万科袁中海袁华侨城五家品牌
房企报名参加袁 这是限购之后三亚
首场土地拍卖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这将
意味着市场新一轮抢地高潮即将来
临袁 市场淡季情况下房企将加大土

地储备量袁 为即将到来的旺季做准
备遥

据了解袁 这是三亚的首次挂牌
出让棚改用地袁 地址位于三亚市海
坡村袁 四块地总面积 153624.01平
米袁 土地评估总价约为 48亿元袁成

为三亚历年来最贵出让地块遥 地块
总建筑面积 437536平米袁 其中住宅
用地建筑面积仅 214164平米袁占比
49%袁其余地块规划用地为批发零售
用地尧商务金融用地尧住宿餐饮用地
等遥

该地块评估总价如此之高袁一
是因为地理位置较佳袁 二是周边楼
盘均为高端海景地产项目袁 价格趋
高遥 海坡村位于三亚湾后段区域袁距
离市区约 8公里袁 目前周边在售或
待售的楼盘有 5个袁房源稀缺袁房价
在 3.5万-5.8万元/㎡区间袁 对于寸
土寸金的三亚袁稀缺性不言而喻遥

此次出让的地块有 51%的用地
为商业用地袁 也旨在将海坡片区打
造成为高端商业中心袁调配教育尧医
疗等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资源袁等
集度假居住于一体的大型高端公共
服务综合体袁 弥补三亚湾缺乏商贸
中心的遗憾遥
此次竞拍袁三亚市国土局也对竞

买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袁竞买人或其
关联企业需为中国房地产百强袁并具
有大型城市公共服务综合体的投资尧
运营尧 管理经验遥 竞买人须承诺院如
竞得该宗地使用权袁应出资建设精品
商业尧商务尧文化娱乐尧精品酒店尧精
品住宅等集度假居住于一体的大型
高端公共服务综合体遥

评估价高因土地资源稀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蔡磊冤 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出台叶海南省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曳渊以下简称 叶方案曳冤袁 明确我省 2018年 12
月底前建立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管理和诚信积分
管理机制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建立个人公共信
用信息与金融信用信息共享数据库袁各市县政府依法
依规向社会提供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授权查询服务遥

叶方案曳要求袁建立健全 18岁以上成年
学生诚信档案袁 将个人诚信作为高校学生
升学尧毕业尧评先评优尧奖学金发放尧鉴定推
荐等环节的重要考量因素遥 加快个人信用
档案建设袁针对考试舞弊尧伪造就业材料等
不诚信行为进行教育和惩戒袁 并依法依规
将相关信息记入个人信用档案遥

同时以食品药品尧 安全生产尧 交通安
全尧环境保护尧生物安全尧产品质量尧税收缴
纳尧医疗卫生尧工程建设尧金融服务尧中介服
务尧司法诉讼尧电子商务和旅游等领域为重
点袁以公务员尧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
人尧律师尧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尧导游等职
业人群为主要对象袁建立个人诚信记录遥

是三亚棚改重点项目之一

碧桂园 52亿元拍下地块

考试舞弊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将恶意逃废债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