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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乐东“三严三实”见行动

省纪委监察厅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陈浩）昨天，省纪委监察厅召开学习“乐
东精神”、践行“三严三实”干部大会，对学习活动
作出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深入开展之
际，“乐东精神”及时为我们树立了身边的典型，传递
了榜样的正能量。日前，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全省践行“三严三
实”真抓实干促发展乐东现场会上的讲话精神，要
求委厅机关党员干部贯彻省委部署要求，掀起学习

“乐东精神”热潮，找差距、强素质，转作风、促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学习“乐东精神”、践

行“三严三实”、真抓实干促“三转”活动，深入推
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省纪委
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罗志军要求，要深刻领会
乐东巨变的“五点启示”，准确把握“乐东精神”的
精髓要义；要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
的“四点要求”，增强学习“乐东精神”的成效；要
学乐东、找差距，以榜样的力量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周
夏茜）日前，省商务厅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学习会，学习贯彻全省践行“三严三实”真抓实干
促发展乐东现场会精神，会议要求以乐东为榜
样，以乐东为镜，向乐东看齐，推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的深入开展，推动商务工作的健康发展。

省商务厅厅长叶章和强调，全厅要迅速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每个支部都要
利用周末时间扎扎实实地学，深刻领会，有所启
发，有所触动，分管厅领导要参加支部学习；全体

干部要以林北川同志为榜样，学先进、赶先进，发
扬五加二、白加黑的精神，全力以赴，追求最好，
牢固树立马上就办、一抓到底的作风；要攻坚克
难、破冰排险，推动商务工作任务的落实，确保今
年各项目标的完成。

会议提出，结合前阶段对外贸、服务业等业
务领域的分析梳理，找准问题的节点、找准工作
抓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落实，以此检验“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检验学习贯彻现场会议精神和
学习乐东经验的成果。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
省林业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全
省践行“三严三实”真抓实干促发展现场会精
神，会议要求全省林业系统党员干部认真组
织学习乐东先进典型，使之转化为推动工作
的强大动力，推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扎实
有效深入。

省林业厅副厅长黄金城强调，林业系统
要迅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贯彻会议精
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进一步严抓作风建

设，理清发展思路，不断推动生态林业民生
林业发展；深入学习，全面掀起学习热潮，认
真践行“三严三实”，深入学习林北川同志
和乐东经验，凝聚起海南林业改革发展的
正能量；认真落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要
以“马上就办、一抓到底”的作风和“白加
黑”、“五加二”的精神，认真抓好当前各项
工作，确保全省林业“十二五”规划各项工作
目标顺利完成，为海南林业“十三五”开局奠
定良好基础。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缪影影）日前，省
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钟鸣明主持召开理论中心
组“三严三实”专题学习会，传达全省践行“三严
三实”乐东现场会和省委书记罗保铭在现场会上
的讲话精神，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学习乐东经验，践行“三严三实”
要做到：在思想上，领导干部要一身正气，一心为
省农科院谋发展；在策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以
上率下，亲力亲为；在具体工作上，要把工作做
实、做细、做到位，遇到问题要及时指出，有针对

性地改进和解决。
会议要求，通过学习林北川同志先进事迹、

学习乐东经验要达到以下目的：要充分认识解决
好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只有统一思想，才能指挥
好行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农业、农村；建
章立规，无规矩不成方圆；要学习老一辈农业专
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工作；省农科院
机关和院属各单位之间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
为省农科院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强科技支撑。

真抓实干促“三转”
省商务厅

真抓实干促商务事业发展

省林业厅

真抓实干推动林业工作
省农业科学院

做大做强热带高效农业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海口7月 21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林玥 郭石宝）今天下午，全
省检察机关“绿色宝岛·生态检察”专项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检察院决定
在全省检察系统启动“绿色宝岛·生态
检察”专项工作，将利用一年半左右的
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切实强化生态执法
司法活动监督，探索建立生态修复补偿
制度，逐步形成富有海南特色的生态检
察工作模式。

据介绍，此次专项工作中，检察机

关将结合正在开展的“破坏环境资源
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通过主动走
访环保、国土、林业、水务、海洋渔业
等环境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开展执法
检查，运用“两法衔接”平台，摸清本
地近年来破坏生态环境案件行政查
处、刑事立案等总体情况，逐一排查
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的线
索，集中监督办理一批破坏生态环境
的刑事案件。同时，加大对生态保护
领域职务犯罪线索的摸排力度，广泛

获取生态环境领域的违法犯罪信息，
多渠道收集生态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
线索。

具体来说，本次专项工作共有六项
任务：严厉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刑
事犯罪，切实加强对水源、空气、土地、
林木、矿产等资源以及珍稀动植物资源
的司法保护；严肃查办生态环境领域职
务犯罪；重点查办贪污生态环境工程
款，借生态环境建设之机索贿受贿，在
生态保护和环境监管中徇私舞弊、渎职

失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深入开展生态环
境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运用预防调
查、案件分析、检察建议等措施，协助发
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加强对破坏生态
环境案件的诉讼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
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立而不侦等问题；
建立派驻乡镇检察室生态环境巡检模
式，对重点生态保护区、土地、林木、矿
产、水流等生态环境资源开展巡回检
查。

此外，检察机关还将探索建立生
态环境恢复性司法保护机制。探索
开展“生态修复补偿”工作，对造成生
态环境破坏的案件，要督促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积极与受损方达成赔偿
协议，以承担劳务、给付货币、亲友
代替修复等方法恢复生态原貌，将
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降至最
低程度。同时，加强环境资源职能部
门对被破坏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的监督。

强化生态执法司法活动监督，探索建立生态修复补偿制度

我省启动“绿色宝岛·生态检察”专项工作
任命：
房方同志（女）为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副秘

书长。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副秘书长任命名单

（2015 年 7 月 21 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蔡葩 通讯员潘建
雄）7月18日，由省侨联指导、海南省南侨机工历史
研究会和海口市龙华区侨联联合举办的纪念海南南
侨机工回国抗日76周年活动暨《喋血滇缅》新书首
发仪式在海口举行，拉开了海南侨界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此次首发的《喋血滇缅》一书，由中国华侨出版
社出版发行，是首部反映海南南侨机工抗战纪念文
集，填补了海南研究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文献资料的
空白。该书从不同的视角解读海南南侨机工在滇缅
公路上运输抗日物资，英勇抗击日寇的那段艰难岁
月和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林明江等出席活动。

《喋血滇缅》新书海口首发
为海南侨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任命：
黄坚同志为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免去其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
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

蔡琼雅同志（女）为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任免名单

（2015 年 7 月 21 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主编：罗清锐 美编：杨薇专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要求，现发布《2015年第二季度海南省环境质量公报》。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5年7月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8.5%，其中优占81.0%、良占17.5%，

轻度污染占1.4%，中度污染占0.1%。海口、澄迈、琼中3个市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100%；琼海、东方、儋州、五指山、三亚、定安、临高、陵水、白沙、文昌、昌江、乐东
12个市县优良天数比例在96.6%~99.0%之间，均出现1~3天轻度污染（受臭氧、可吸
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影响）；保亭县、万宁市优良天数比例分别为97.8%、96.7%，均出
现1天中度污染（受臭氧影响）和1~2天轻度污染（受臭氧影响）。与去年同期比较，
全省空气质量优级天数比例下降8.6%，良级天数比例上升7.1%，轻度污染天数比例
上升1.4%，中度污染天数比例上升0.1%。

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浓度
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质量优良，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七仙岭、铜鼓岭、吊罗

山、呀诺达、亚龙湾8个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平均浓度分别为4350个/cm3、
4160个/cm3、5850个/cm3、6310个/cm3、3797个/cm3、5840个/cm3、5120个/cm3、
5370个/cm3，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清新空气的1000-1500个/cm3标准，对人
体健康极有利。与去年同期比较，尖峰岭、霸王岭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有所降低；其它
点位空气负离子浓度无明显变化。空气负离子浓度的降低，主要是由于监测当日的
空气湿度和温度降低，不利于空气负离子的形成。

空气负离子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的空气负离子的标准浓度为1000-
1500个/cm3。

地表水水质状况
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优良。所监测的32条河流87个河段和18个主要

大中型湖库中，94.3%的监测河段和14个监测湖库水质符合或优于国家地表水Ⅲ
类标准。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流域、主要大中型湖库及大多数中小河流的

水质保持优良态势，但湖山水库、探贡水库、高坡岭水库、尧龙水库和文昌河、三亚

河、罗带河等部分中小河流的局部河段水质呈现一定污染。与去年同期比较，全

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全省各市县县城以上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为优，水源地水

质总体达标率为100%。所有监测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4-6月份水质全部符

合或优于地表水或地下水Ⅲ类标准，符合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与

去年同期比较，全省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地表水Ⅰ类 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地表水Ⅱ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
地表水Ⅲ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产养

殖区渔业水域及游泳区等。
地表水Ⅳ类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地表水Ⅴ类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用水区域等。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上半年，海南岛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在开展监测的55个环境质量监测海域站

位中，一类海水占74.6%、二类海水占20.0%、三类海水占1.8%，劣四类海水占3.6%。三

类海水出现在万宁小海，定类因子为pH，主要受海湾内交换能力较弱影响；劣四类海水

出现在三亚河入海口，主要受城市生活污水影响，污染指标为无机氮、化学需氧量和石

油类。

98.5%的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水质符合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目标的

要求，海上自然保护区、海水养殖

区、工业用水区、港口区和倾废区的

海水水质均符合相应水环境功能区

管理目标要求，仅小海度假旅游区

近岸海域由于海湾内水质交换能力

较弱，出现超标现象。

与去年同期比较，海南岛近岸

海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第二季度监测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第二季度主要河流、湖库水质状况

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海口、三亚、澄迈、文昌、琼海、万宁、陵

水和昌江的20个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处于清洁状态，监测海域均为一、二

类海水水质，其中一类海水占80%。所有监测海域水质均符合或优于国家海水水质

标准要求的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区或娱乐区的二类海水水质要

求。与去年同期比较，澄迈盈滨半岛近岸海域受无机氮影响减弱，水质从二类上升

为一类，其他监测海域水质保持稳定。

第一类海水 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等水域。

第二类海水 适用于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等区域。

第三类海水 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

第四类海水 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洋开发作业区。

第二季度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二类海水
20%

三类海水
1.8%

劣四类海水
3.6%

一类海水
74.6%

上半年海南岛近岸海域水质类别比例

2015年第二季度海南省环境质量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