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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两家企业环境违法问题被环保部、监
察部通报督办。针对这两家企业环境违法问题，省纪
委监察厅约谈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并要求市县纪
委监察局对环保部门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因在环
境监察工作中，监管工作不到位，采取措施不力并负
有主要责任， 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
《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的有关规
定， 监察机关分别给予相关市县环保执法部门负责
人行政警告处分。 同时，在纪检监察机关督办下，涉
及环境违法的两名企业负责人均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守护好海南的青山绿水，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群众的呼唤。去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视察时强调，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

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 去年 7 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省委六届四次全会上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

部要自觉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决不能为了一时经济指标而破坏了生态，丢了生态这个“金饭碗”。

面对依然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省委、省政府要求，全省要严格执行环保法律制度，严守生态红线，实现绿色崛起。 我省纪检

监察机关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按照“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开展倒查追责，努力为海

南生态环境“增绿”、“护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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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保失职
渎职“零容忍”

监管缺位 查处不力
四市县环保执法部门负责人被追责

未批先建，查处不力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受处分

海口歌颂坡鸡场于 2010 年 4 月开始建设，未
通过环保部门审批验收，属未批先建。 2013 年 5 月
17日，国家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对歌颂坡鸡场
进行检查时发现该鸡场利用渗坑排放沼液， 对环境
造成污染。

经查，2012年 1月前，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没有
掌握歌颂坡鸡场未批先建的情况， 未组织人员对歌
颂坡鸡场开展环境监察。 2012月 1 月后，海口市环
境监察局虽对歌颂坡鸡场进行现场监察， 但直到
2012年 12月才对该鸡场未办理环评手续的问题作
出处理。2012年 11月，歌颂坡鸡场建成配套环保设
施后，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发现该鸡场废水超标但督
促整改不到位，导致鸡场发生环境污染问题。

何启渊作为海口市环境监察局副局长， 分管美
兰区环境监察工作， 对没有及时查处歌颂坡鸡场未
批先建、 未建配套环保设施和鸡场环境污染问题负
有领导责任。海口市监察局决定，给予何启渊行政警
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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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万宁市政府对礼纪种猪场违法排污行
为进行挂牌督办，责令其于 2007 年 11 月底落实污
染防治措施。 由于该猪场未在规定时间内落实污染
防治措施、污水超标排放，2008 年 8 月 26 日，万宁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对其进行立案处理，罚款 1万元。

2010年， 由于该养猪场难以完成治理任务，万
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提请市政府责令该养猪场停
业。 万宁市政府回复“给予该猪场 3个月的整改期，
若整改不到位，则停业整顿”。

截至 2013 年 10 月底， 该猪场并未按市政府
要求落实整改，也未停产整顿。 万宁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没有采取得力措施督促落实整改，致使该猪场
继续在无监管下违规生产，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
设施、直接排放废水等行为。对此，该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明负有直接责任。 2014
年 2 月 10 日，万宁市监察局决定，给予陈明行政
警告处分。

违排 3年，未被整顿
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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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排污，执法不严
昌江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监察大队大队长受处分

2009 年 11 月至 2013 年 7 月， 昌江黎族自治
县某猪场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超标排放养猪废水、私
设暗管排污等违规行为。

柯承忠身为昌江县国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大队
长，在处置该猪场环境违法问题过程中，虽然能按相
关规定对该企业恶意超标排污的行为进行监察和处
罚，但执法不严，履职不到位，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2014 年 2 月 10 日，昌江县监察局决定，给予柯承
忠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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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至今，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定安
县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队虽采取多项举措对
定安某种猪场环境违法问题进行处罚整改， 但由
于环评管控、 日常监督性执法和排污费征收管理
不到位，行政执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导致猪场仍
未通过项目环保竣工验收， 运营过程长期出现污
水严重超标排放情况， 目前存栏猪数量远超出
2004 年审批通过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载明的控制数量， 没有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材料。

王开春在任县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
队长和教导员期间，负责环境执法工作，是治理猪场
环境污染问题直接负责人。 王开春在治理猪场环境
污染工作中虽采取了多项措施，但工作措施不得力、
工作成效不明显，猪场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存在，社会
影响不良，对此负直接责任。 2014年 2月 10日，定
安县监察局决定，给予王开春行政警告处分。

超排 10年，措施不力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执法监察大队教导员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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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观点以案说事

海口市某猪场猪粪便随意排， 污染环境，
附近村民们对其极为不满意。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澄迈县澄江河道边上成堆的
各种生活垃圾。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琼海某村十多家烟熏烘烤槟
榔的作坊排出白色的浓烟。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姚嘉

行政不作为、监管不力、失职渎
职……近日，五指山、白沙、东方等市
县陆续通报批评本地在污水垃圾处理
设施运营管理不力的单位和工作人员。

记者从省纪委监察厅获悉，此次
通报共涉及 8 个市县，18 个职能部
门，61名责任人。 多个市县集中通报
不正确履职的职能部门和相关责任
人，在我省尚属首次。

针对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我省
纪检监察机关立足 “监督再监督”，
依法督促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职责，严肃
处理执法不力人员，强化行政问责力
度，对督促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增强
责任心、 正确履职形成了有力震慑，
使环境违法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联动协查 形成合力
“增绿”“护蓝”协同作战

发展越快，生态环保的重要性就
越突出，这也对环保执法提出了更高
要求。 今年 2月，省长蒋定之在省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指
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
击违法占林、毁林开发、非法排污、乱
砍滥伐等行为，坚定不移地守护好海
南的绿水青山、碧海蓝天。

儋州、五指山、保亭、琼海、东方、
昌江、白沙、琼中等 8 市县的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运营管理不同程度地存
在问题，导致部分地区环境二次污染
情况严重。 这些存在的问题，正是在
去年相关审计中发现的。 随后，纪检
监察和审计部门经联合开展调查核
实，主要是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意
识淡薄、工作纪律松懈、监督管理缺
失，导致了受托运营企业未严格履行

运营职责、编造虚假运营数据，造成
了部分地区出现二次污染。 为此，省
审计厅、省监察厅向省政府提出相应
处置措施，并建议对相关责任部门和
人员进行倒查追责。

“没发现问题是失职；而发现问
题却不处理、不上报，就是渎职。 ”省
纪委执法和效能监督室主任张强新
说，少数职能部门执法不到位、监管
不力、查处力度不大、以罚代法等问
题突出，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严肃纪
律，倒查追责，督促职能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增强责任心，改进工作，正确
履职，保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

“省政府目前已经同意了我们的
建议，省政府分管领导将对 8 市县政
府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并责成 8 市县
对存在问题逐项进行整改；纪检监察
机关也将对履职尽责不到位造成严
重环境污染、人为故意出具虚假报告
等问题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
分。 ”张强新告诉记者。

强化监督 紧盯整改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为海南‘科
学发展、绿色崛起’营造风清气正、
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提供纪律保
证。 ”省纪委监察厅负责人介绍说，
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发挥监督职能，
加强对中央和省委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督促职能部门有效管理和预防环
境污染现象。

去年 10月，群众反映，琼海市官
塘温泉旅游开发区槟榔加工作坊烟
熏烘烤槟榔果产生的烟雾，严重影响
生态环境， 危害附近城乡居民的生
产、生活，也危及道路交通安全。得知
情况后，省纪委监察厅立即要求琼海

市纪委监察局组织对烟熏烘烤槟榔
问题日常监管情况进行调查，并督促
琼海市政府加大力度对琼海槟榔加
工污染进行综合整治。

经调查，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作为主管部门，在治理烟熏烘烤槟榔
污染工作中监管不力， 执法不严，未
能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烟熏烘烤槟榔
加工污染行为，致使烟熏烘烤槟榔加
工污染问题未能有效遏制。该局监察
大队队长卢传儒作为执法部门负责
人， 在工作中不能正确履行工作职
责， 其行为已经构成工作失职错误。
琼海市纪委决定，对国土环境资源局
进行全市通报批评，对该局分管领导
实行诫勉谈话，给予卢传儒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同时，琼海市政府从扶持槟榔产
业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出发， 采取有力措施，
对槟榔加工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并安
排 3000万元专项资金给予扶持。 计
划于今年 11月底前， 全面关停本市
范围内所有传统烟熏烘烤槟榔果加
工点，改造为采用环保型烘干绿色技
术设施，从根本上改善烟熏烘烤槟榔
对环境的污染。

铁面执纪 严肃问责
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不手软

依据监察部、环保部制订的《环
境保护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纪检监察机关、 环保部门对包庇、袒
护违法企业， 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作
为、监管不到位等失职渎职的有关负
责人进行行政责任追究，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
有些企业唯利是图，以牺牲环境换取
经济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少数职

能部门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监督管理
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破坏生态
环境的不法行为。纪检监察机关除强
化执纪监督，加大对环境监管失职问
题的查处力度以外，还要督促政府职
能部门依法履职，严肃查处造成污染
的企业。

某公司定安种猪场运营过程中
排放污水多次严重超标，并拒不停止
生产进行整改。 对该恶意排污行为，
省纪委监察厅除要求定安县纪委监
察局对环境执法工作不力的相关责
任人进行处理外，还发函要求定安县
政府采取措施，依法严肃追究该公司
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随后，定安县法
院依法对该猪场场长万某及其上级
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拘留。

五指山作为生态核心保护区，
保护森林资源尤为重要。 2011 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 五指山市毛道
乡护林员黄景长期怠于履行巡山职
责， 在得知自己管护的公益林遭受
毁林后， 也没有及时到现场查看并
制止； 毛道乡林业站站长黄洪强亦
没有履行好监管职责， 在接到毁林
报告后，瞒报毁林情况，最终导致毛
枝村巾穿水库周围国有省级重点公
益林被村民滥伐 34.3 亩， 活立木蓄
积量 102.9 立方米的重大损失。事件
发生后， 五指山市纪委监察局分别
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护林员黄景开
除党籍处分， 给予负有直接领导责
任的黄洪强开除公职处分， 并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时，对
负有监管责任的毛道乡毛枝村委会
2 名干部给予纪律处分。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 我省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公
开曝光环境保护渎职失职典型案件，
营造强大声势， 震慑环境违法行为，
共同守护海南的青山绿水。

█ 张强新（省纪委监察厅）

去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 ，
要求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 着力
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当表率，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省
第六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提出 ， 实现绿色
崛起， 最基本的依托是悉心呵护海南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 ， 必须始终坚持生态立省
不动摇。

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
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积极采取措施，纠正环
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环境违法案件，促进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对政府机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国家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 ， 确保政令畅
通，是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 我省纪检
监察机关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 ， 突出执
纪监督主业 ， 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与监督
责任，在职责定位上努力做到不缺位 、不越
位、不错位，把监督职能切入点从配合政府
部门开展业务检查 ， 转变到对政府和相关
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监督上来 ， 加强对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履职尽责情况的
监督检查。

对海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我省各项
工作的重中之重。 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
就是检查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中是否存在对上级决策阳奉阴违，
做选择、搞变通、不作为；不坚持原则、不敢较
真、不敢碰硬、不敢担当；组织领导不力、工作
进展之后、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做好工作是本职 、做不好工作是失职 、
不抓工作是渎职。 对限定解决时限、挂牌督
办的环境违法问题逾期仍未解决 ， 造成严
重环境污染的 ， 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
监察机关职责 ， 加强对环保部门执法 、廉
政、效能等方面的监察 ，依法依纪对环保工
作中行政不作为 、 监管不到位等失职渎职
的责任人进行行政责任追究 ， 以此加强对
党员干部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
督， 增强党员干部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
依法履职的责任意识。

纪检监察机关将坚决查处有令不行 、
有禁不止和 “上有政策 、下 有 对 策 ”等 行
为 ，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 ，维护政令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 ， 为实现海南绿色崛起 ，建
设国际旅游岛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保
驾护航 。

环保倒查追责
守护青山绿水 强化监督问责力度

推动环保法律法规贯彻实施

█ 陈实(本报评论员)

� � � � 我省纪检监察机关加大对环保失职渎
职的督促检查力度，开展倒查追责，是我省
从严保护生态环境的又一举措，是对环保失
职渎职行为的一记重锤。

这些追责的案例说明，在一些监管者心
里，还存在这样一种错误意识，认为只要不
贪污受贿，因为没尽到责任、没做好工作而
造成的损失，就是小问题，就可以宽容。 这种
认识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 这是因为，失职、
渎职同样是严重错误， 也会对工作造成危
害，也会损害群众利益，有些损失甚至难以
挽回。 对这样的失职渎职行为，就是不能掉
以轻心，不能心慈手软。

同样需要查明的是，对监管责任履行不
到位、失职渎职的行为，除了工作责任没尽
到的原因外，背后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如果
有，原因是什么？ 应该如何处理？

守护海南青山绿水，监管部门要切实担
起职责。 环保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保护生
态环境就会沦为空话。 纪检监察机关对相关
失职渎职行为，就应该严查深究，坚持“零容
忍”。

� � � �澄迈县， 加笼坪热带季雨林旅游
区。 南渡江从加笼坪林区流过，青山绿
水相映成画。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文昌月亮湾，全长约有 11公里 这里的海防林是目前海南省最宽、保存最完好的海防林带之一。 铜鼓岭、月亮湾成为文昌市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文昌市的
一张旅游名片。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针对环境违法问题，我省严肃处理执法不力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