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祥集团从地产、文化、旅游、商
业、教育、医疗六大产业方向助推海
南自贸区发展。在教育方面，恩祥集
团引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
落户海口。

恩祥地产已成功开发了33万㎡
海口西海岸人文大盘紫园及王府井
生活广场，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获得

“奥运福娃之父”韩美林、刘佩琦等众
多国内艺术大师和表演艺术家的好

评。
此外，恩祥地产十分注重文化建

设。其中，海口紫园·恩祥艺术馆，珍
藏众多书画、雕塑、陶艺作品，建馆以
来多次举办高规格、高水准的书画艺
术作品展，曾吸引世界华人书画家、
收藏家崔如琢莅临参观。

恩祥地产集团在保亭建设了影
视基地，参与拍摄的大型史诗电视剧
《天涯浴血》登陆央视一套。

2016年，恩祥集团引进北京大
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落户海口。该
校是由海口市人民政府政策支持，恩
祥集团出资兴建，北大附中、附小负
责教育教学管理的民办全日制寄宿
学校。学校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
路和椰海大道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恩祥·新城北大华府全新C组团与北
大附中、附小仅一路之隔。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于1960
年，历年毕业生成绩优异，其中，普通
高中班被“211”名校录取率约75％；
国际高中班学生，出国率近100％，
被美国前 50 名名校录取率约为
77%。北大附中海口学校，设有初中
部、高中部和国际部。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建于 1906
年，前身是京师大学堂附属高等小学
堂，拥有百年历史。北大附小海口学
校设有小学及幼儿园。

恩祥·新城北大华府全新C组团
约73-127㎡的书香美宅，现已开盘，
诚邀品鉴。（注：本广告相关面积为建
筑面积，最终以房管局测绘面积为
准。） （广文）

恩祥携手北大附中、附小进驻海南

金岛国际举行二期开工盛典

11月28日，海口迎宾大道上鼓
乐喧天，金岛国际二期开工盛典在金
岛国际项目C地块举行。

金岛国际项目位于海口景观大
道——迎宾大道（龙昆南延长线）西

侧，毗邻总面积近4万亩的沙坡水库
森林公园和白水塘湿地公园，交通便
捷通达，商业配套完善。该项目总用
地面积153亩，分为A、B、C、D四个
地块进行开发。此次开工的C地块，

占地 20985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10.08万平方米，户型设计更加舒适。

金岛国际项目A地块用地面积约
46亩，以1.0的容积率建筑36席双拼
别墅、10栋独栋别墅、2幢空中别墅，打
造莺飞草长的居住意境，呈现“湖融于
城中，城纳于湖中”美景。目前，该项
目A地块已全面落成，并逐步交房。

金岛·海一方位于海口市永万路
东侧，周边有海玻市场、万达广场、秀
英商业街、王府井商业广场等配套设
施。该项目总占地约62亩，分三期开
发，二期总用地面积为16112.75平方
米，由3栋13层板式小高层组成，目前
已建至地上10层，预估明年1月1日
开盘。二期两梯两户84-140㎡（两房
至四房），恭迎品鉴。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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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装修方式：全包、半
包、包清工。全包，指所有材料、人工全部由装饰公
司提供；半包，则由装饰公司提供装修用的辅材及
人工，主材由业主自购；包清工，则指业主提供全部
材料，装饰公司只出人工。目前，市场上比较普遍
的是半包形式。

全包是业主最省心的一种装修形式。从水
泥、沙子、电线到胶水、钉子等全部由装饰公司提
供。业主只要买上家具即可入住，省却了事必躬
亲的琐碎与辛苦。但是，全包也有缺点，一是装修
风格难有个性化的体现；二是因为价格的原因，装
修材料的品质可能不会太好。如果考虑包工包料
的全包装修，就要选择一家可靠的施工单位。

半包介于全包与包清工之间，是目前比较普遍
的装修形式。业主只要参与地砖、卫浴、橱柜等主
材采购即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业主对装修风
格以及装修材料的品牌、规格的要求不断提升。半
包最显著的特征是能够提供个性化的设计，业主可
以参与到装修设计中。不过，半包可能出现的问题
是，如果您与设计师沟通不畅或设计师能力欠缺、
把握不当，装修过程也会非常辛苦。

包清工实际是最早的装修形式，业主买材料，
找工人来施工。装修过程中，业主事必躬亲，大到
地砖、卫浴、橱柜，小到钉子、胶水，全部由业主采
购。这种形式是最辛苦的。业主要兼顾采购员、
送货员等身份。这样可以保证装修材料的品质，
但是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如果装修材料不能及时
送达，就可能导致工期延误。此外，装修工艺若不
规范，再好的材料可能都会打水漂。如果您是装
修行家，又拥有足够时间和心力，才可以考虑采用
这种装修形式。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装修方式，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粤泰·滨江花园”冠名赞助话
剧《暗恋桃花源》2019明星版海口
站活动，相关新闻发布会将于12月
1日上午9点30分在“粤泰·滨江花
园”举办。

《暗恋桃花源》是一部经典话剧
作品，被称为“表演工作坊”的镇团
之宝。《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一个奇
特的故事：“暗恋”和“桃花源”是两
个剧组，他们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
彩排的合约，谁也不肯相让。由于
演出在即，他们不得不同时在剧场
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悲喜交
错的舞台奇观。“暗恋”剧组演绎的
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
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
战乱离散。随后，两人不约而同逃
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40年后才
得以相见。当时，男婚女嫁已多年，
江滨柳已濒临病终。“桃花源”剧组
演绎的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渔
夫老陶之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
通，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等他回
到武陵，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

子。此时剧场突然停电，一个寻找
男友的疯女人呼喊着男友的名字在
剧场中跑过……

一个是温暖感人的爱情故事
“暗恋”，一个是喜剧故事“桃花源”，
这两个故事同样是爱的故事。“粤
泰·滨江花园”致力于为人们打造一
个浪漫快乐的家，希望所有温暖感
人的爱情故事能在“粤泰·滨江花
园”里发生，让这里成为业主们心中
宁静与快乐的“桃花源”。 （广文）

“粤泰·滨江花园”冠名赞助
《暗恋桃花源》海口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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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祺GM6定位为“全能宽享MPV”，是广汽
传祺打造的一款全新车型，呈现“锐动大气外观、
越级宽享空间、祺云AI智慧互联、舒适安全畅行”
四大特点，可以满足更多家庭多元化的出行需
求。”

传祺GM6预售价格区间为11.5 万—16.5 万
元，其中 270T 豪华版预售价不高于 13.5 万元。
为了回馈消费者对传祺品牌的信赖，广汽传祺海
南高信店为消费者准备了多重豪礼——预售期间
预定并购车的消费者，可获得一年基础保养、一
年交强险。

传祺GM6拥有1860mm宽大车身和2810mm
的超长轴距，宽敞空间让驾乘者出行更惬意。此
外，传祺GM6还拥有全时在线、实时交互的智慧互
联优势。车辆搭载“祺云概念”智慧互联系统，拥有
AI智能远程控制、三屏智联、语音控制、娱乐一体
化、智能导航等功能，让驾乘者出行更便捷。

在性能方面，传祺 GM6 搭载传祺第三代
27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126KW，最大扭矩为
265 N·m，匹配爱信手自一体 6AT 变速箱，动
力输出顺畅且兼顾燃油经济性。此外，传祺
GM6 采用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和后扭力梁式悬
挂，由经验丰富的广汽国际化底盘调校团队进
行多轮精心调校，底盘系统可以实现操稳与舒
适性的平衡。

传祺GM6采用了德国博世最新ESP9.3系统，
并配备14位一体主动安全系统，全方位保障安全。

一年前，传祺首款高端MPV传祺GM8首发
亮相并屡创销售佳绩。未来，传祺 GM6 将与
GM8形成合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再度掀
起一轮销售新风潮。

（广文）

宽享空间 智慧互联
广汽传祺GM6火热预售

旅行，是不断寻找的过程。路
途中，旅人总想寻找到最美的山峰，
最宁静的湖泊，最地道的美食……
近日，笔者驾驶第八代凯美瑞，在海
南寻找最美的沿海公路。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2.5Q旗舰版
拥有鹰眼立体LED大灯，上进气格栅
的羽翼造型具有轻盈感，下进气格栅
大面积的镀铬大气动感，尾部设计给
车辆增添了更多时尚和运动的味
道。打开车门，大面积的皮料和木纹
让车辆充满豪华气息，触摸起来手感
细腻，座椅厚实柔软，让人感觉十分
舒适。

第一天，笔者从海口出发，由东
线高速公路途经定安、琼海，目的地
是万宁。出发的时候，海口市区交
通有点拥堵，频繁的刹停让笔者感
受到第八代凯美瑞刹车的良好性
能，制动很快很及时，车辆智能节油
启停系统让车辆更加节能环保。

穿过海口热闹的市区，终于上
了高速公路。与上代车型相比，第
八代凯美瑞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车
辆重心的下降，整车车身降低了
2.5厘米，发动机盖比原来降低了
4厘米。窗框线向下弯曲的设计，
让驾驶者获得良好的视觉感受。

第八代凯美瑞配备全新 2.5L
Dynamic Force Engine 发动机
加8AT变速箱，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0%，最大输出功率154kw。车辆
油门响应较快，动力输出持续流畅。

在车辆行驶中，第八代凯美瑞的
高科技智能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时
刻掌握车辆的安全状态。例如TSS
智行安全中的预碰撞安全系统，可以
通过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和摄像机传
感器，探测车辆与前方车辆的距离和
速度。该系统可以通过警报声和显
示器发出警告、启动预碰撞制动辅助
甚至直接制动，尽可能减轻事故发
生。这样的智能安全系统，可以帮助
驾驶者应付多种复杂的路况。

夜幕降临，笔者一行人开着凯美
瑞到达万宁。石梅湾温柔的海浪声，
让一天的劳累奔波得到洗涤。我们在
星空的照耀下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广文）

跟着第八代凯美瑞出发吧

在海南寻找最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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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11月28日表示，滴
滴公司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网约车非法营运问题突出。未
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前，滴滴顺风车
业务继续下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员也将依法处理。

交通运输部11月28日举行网
约车顺风车联合安全专项检查媒体
通气会，通报交通运输部、中央政法
委、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等10
部门联合检查组今年9月对滴滴、
首汽、神州、曹操、易到、美团、嘀嗒、
高德等8家主要网约车、顺风车平
台公司开展进驻式联合安全专项检
查的情况。

从检查情况看，滴滴公司存在
的问题包括：

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存在用户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和
安全隐患，产品“社交化”定位诱发
重大安全风险，顺风车规则违反国
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涉嫌非法经营
道路客运，业务资金结算模式不合

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安全管
理制度存在重大缺失，未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未落实未足额保障安全生产
费用，安全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
格，未按规定开展驾驶员培训教
育。

网约车非法营运问题突出。平
台公司、车辆、驾驶员大量存在无资
质非法运营的情况。

应急管理基础薄弱且效能低
下。

社会稳定风险突出。推广“以
租代购”业务，派单和分配机制等运
营规则不透明，朝令夕改，存在不稳
定风险隐患。

公共安全隐患问题较大。驾驶
员从业资格、背景情况审核把关不
到位，企业对人车线下管理失控。
对高危驾驶员预警清理不到位，对
异常行程、异常订单取消缺乏有效

监测管理，APP安全功能设置不完
善。

互联网信息安全存在风险隐
患。

对于其他7家平台公司，联合
检查组也发现了如网约车合规率仍
有不足、安全生产管理亟需增强、公
共安全防范存在不足等相关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组
形成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
法处理的意见：

一是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前继
续下架滴滴顺风车业务。二是依法
处置非法营运行为。三是对相关负
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由相关属
地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有关
规定，对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人及法人代表等予以罚款等
行政处罚。同时要求滴滴公司对照
问题清单，对内部相关责任人员予
以处理。四是处置涉嫌排除限制竞
争行为和发布违法广告行为。

（据新华社电）

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

滴滴顺风车继续“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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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中国（江苏）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峰会上，江苏省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2020年前将建6万个新能源充
电设施，推动快充网络基本覆盖全省。

据介绍，不少江苏新能源汽车车
主反映，平时在市区范围开新能源车
很便捷，但限于里程限制，超过三四
百公里范围就不太能满足需求。6万
个充电设施建成后会有明显改善。

据了解，江苏省部分城市也正参
与规划实施长三角“氢走廊”计划，该计
划将以长三角高速为纽带，打造独一无
二的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经济
带。“氢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能源基
建的重要部分，必须规划先行。长三
角燃料电池应用也离不开基础设施
建设。”会上，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
秘书长王菊说。 （据新华社电）

江苏：2020年前
将建6万个新能源充电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