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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接受公开评价的部门

1、省民政厅

2、省扶贫办

3、省国土厅

4、省住建厅

5、省卫计委

6、省教育厅

7、省人社厅

8、省外侨办

9、省民宗委

10、省发改委

11、省国资委

12、省财政厅

13、省统计局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张谯
星）“承诺与兑现——2016年党风政
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公开评价”即将
进行第四期、第五期电视直播，为了拓
宽被评价单位作风问题线索征集渠
道，根据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
小组办公室安排，“海南廉政”微信公
众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承诺与兑
现”综合平台、海南新闻广播、“海南新
闻频道”微信公众号等，继续打造全方
位平台，欢迎您提供问题线索。

今年的社会评价公开评价首次采
用电视直播方式，被评价单位面对评
价代表和社会公众，接受公开评价。
前三期电视直播引起热烈反响，获得
广泛关注。

在第四期、第五期电视直播中，经
济与社会管理类、党群工作与综合协
调类34个部门将接受公开评价，欢迎
您提出意见建议，提供问题线索，共同
推动有关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
作效能、提升服务质量。

第五期接受公开评价的部门

1、省纪委（监察厅）

2、团省委

3、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4、省侨联

5、省台联

6、省妇联

7、省委办公厅

8、省委台办

9、省委政法委

10、省委组织部

11、省委统战部

12、省总工会

13、省政协办公厅

14、省政府办公厅

15、省文联

16、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17、省编办

18、省残联

19、省直机关工委

20、省社科联

21、省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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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公开评价四、五期将开播

“承诺与兑现”欢迎您提供问题线索

一、关注“海南廉政”微信公众号，
发送评价和留言。

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承诺与兑
现”平台：

1、关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hnrb1950），点击底部菜单
栏“承诺与兑现”即可进入报料页
面，填写姓名、联系方式及报料内
容，提交即可完成报料（也支持匿名

报料）。
2、将有关报料直接发送到邮箱

zfwbl@qq.com。
3、报料可拨打海报集团新闻热

线：966123。
三、拨打海南新闻广播《党风政风

行风热线》联系电话：66831886。
四、关注“海南新闻频道”微信公

众号，发送评价和留言。

线索征集平台如下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赵娜）针对“承诺与兑现”
曝光临高县地税局工作人员上班时
间观看电影和海口市地税局保税区
分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未按时上
班等问题，省地税局立即部署解决措
施，并责成临高、海口、澄迈地税局等
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该局针对评价中发现的海口市

地税局保税区办税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没有按时上班和工作人员在办税
区内整理仪表问题，对疏于管理、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保税区办税大厅
主任给予记过处分，对负有直接领导
责任的保税区办税大厅副主任给予
警告处分；对2名有关责任人给予通
报批评并责令书面检查；对未按时到
岗的8名聘用人员给予通报批评，留
用察看3个月并在大会上作检讨；对
负有分管领导责任的纳税服务管理
局副局长组织诫勉谈话。

针对评价中发现澄迈县国税、地
税联合办税服务厅厅内导税台无人
引导问题，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澄
迈县地税局第四税务分局主要负责
人和对接管理单位纳税服务管理局
主要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针对评价中发现临高县地税局
上班时间用手机看视频的工作人员
给予记过处分，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的第一税务分局主要负责人给予通
报批评处分，对另一党员干部当事
人，因其未履行党员义务，没有及时

提醒劝止身边干部违纪行为，给予其
党内通报批评处分。

据了解，该局将采取多项措施，加
强纪律作风建设：通过转变观念提高
认识，形成建设服务型机关的共识。
高度重视纳税人反映的突出问题，积
极回应纳税人关切；结合“两学一做”
教育活动和当前工作实际，全面开展
作风纪律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工作纪
律和工作作风落实情况，对现有工作
中的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进行全面梳
理排查，修订完善后建立长效机制。

地税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看电影、不按时上班被曝光

省地税局严肃处理涉事责任人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周晓
梦）6月29日晚，《承诺与兑现》节目曝
光了白沙黎族自治县一位村民张广生
跑了十几趟办不了一张采伐许可证的
问题。省林业厅于6月30日派指导组
前往儋州、白沙两地，全程跟踪进展，指
导监督市县林业部门依法依规为张广
生办理相关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如无
争议，预计在7月12号左右办理完成。

针对节目中曝光问题，省林业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审批中工作人员慢
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一经查实将问
责。此外，省林业厅以此为契机，举一
反三，将在全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大
排查、大整治、大教育”专项整治行动。

省林业厅全程督办
“难产”采伐许可证

落实整改见行动

◀上接A01版
正是儋州多重优势和企业家前瞻性眼光，

催生了系列商圈。
从业态创新来看，儋州引进了多个全产业链

的商业综合体。儋州夏日广场集零售、餐饮、娱
乐、康体等于一体的一期商业模式，为消费者带来
丰富的体验；儋州市政府近日出台“夏日创业城”
扶持实施方案，采取企业主办、政府扶持方式，启
动了旅游工艺品众创空间建设；还有计划投资10
亿元的儋州骑楼美食街，将进一步优化商业生态。

从创业就业来看，系列商业综合体提供多
工种的大量岗位。据桂金德介绍，鼎尚时代广
场一期、二期互联网工程平台共8万平方米，全
产业链可提供5000至1万个岗位。

从区域经济来看，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
提升儋州竞争力。儋州豪德森达商贸物流城建
设如火如荼，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总投资20亿元，包括5大板块，将刷新海南西
部商贸物流格局。海花岛产业集团董事长肖恩
表示，计划投入1600亿元打造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将填补中国高端文化旅游市场空白。

蓄积发展力量
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儋州经

济逆势飘红。今年1至5月，全市重点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54.7亿元，同比增长108.1%；实现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0.6亿元，同比增长64.9%。

盘点这张成绩单，有哪些助推因素？
形成“一创五建”的大布局。今年2月29

日，儋州启动“一创五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统领，整体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平安城市、创业创新城市
建设。严朝君指出：“‘一创五建’的核心是改善
人居环境，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把儋州打造成海
南西部乃至全省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锤炼服务前移的新作风。2015年11月，儋
州政务服务中心鼎尚互联网产业城分中心挂牌
成立，这是该市首个政务服务前置办公场所。
儋州市工信局党组书记符博良说，这种优质服
务，吸引了更多IT巨头及各领域商家投资儋州。

构建创业创新的新机制。对知名互联网企
业总部整体迁入儋州，或在儋州设立区域性总部、
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儋州市政府给予500万元
落户奖励；企业年增值销售收入第一次达4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100万元成长奖励。儋州还开
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最高可贷款100万元。

“坚持创新发展，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
制。”儋州市长张耕说，设立政府引导性产业基金，
探索“投、保、贷”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本报那大7月4日电）

创业创新激活千年古郡

◀上接A06版
海面状况指数和专项休闲活动指数等环境监测
和休闲活动条件状况信息。

2015年，亚龙湾滨海旅游度假区水质指数为
5.0，全年水质极佳；海面状况指数为4.7，海面状况极
佳、优良、较差的比例分别为90.5%、1.8%、7.7%，影
响海面状况的因素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天气不佳。年
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为4.6，非常适宜开展海底
观光、海滨观光和沙滩娱乐等多种休闲（观光）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监测时段中，紫外线辐射强度较强，年
平均防晒指数为3.4，进行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护。

2011年~2015年，亚龙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各
项监测指标变化较小，水质状况和海面状况保持
为极佳。

4.5 海洋倾倒区环境状况
2015年，我省对海口、马村、三亚、洋浦和清

澜5个海洋倾倒区开展监测，其中进行倾倒活动
的海洋倾倒区3个，为海口、洋浦和三亚海洋倾倒
区。2015年总倾倒量为138.2万立方米，倾倒物
质均为清洁疏浚物，全年签发废弃物海洋倾倒许
可证7份，批准倾倒量约340万立方米。

结果表明，各倾倒区海域水深变化情况均未

超出倾倒区选划或增量论证预测的变化范围，满足

倾倒使用要求。各倾倒区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状

况良好，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和沉积物质量标

准，满足海洋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大部分倾倒区

底栖生物种类和生物量较2014年有所增加，仅个

别倾倒区底栖生物种类和生物量略有下降。总体

上，倾倒活动未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和邻近海域海

上活动造成明显影响，倾倒区功能发挥基本正常。
2011年～2015年，监测倾倒区海水水质和

沉积物质量、水深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均
基本保持稳定。

5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5.1 入海排污口环境状况
5.1.1 入海排污口分布及类型
2015年，我省对19个陆源入海排污口进行

常规监测，其中包括重点排污口1个，一般排污口
18个。监测的19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分布在海口
市、文昌市、陵水县、三亚市、东方市、儋州市、临高
县、澄迈县等八个市县，从排污口类型上看，工业、
市政和其他排污口分别为4个、12个和3个。

5.1.2 入海排污口状况
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情况 3月、5月、7

月、8月、10月、11月对19个排污口进行6个航次
的监测。结果表明，4个排污口全年6次监测均达
标排放，15个排污口至少有1次监测超标排污，
其中清澜海军码头排污口和春江入海口全年6次
监测均超标排污，主要污染要素是总磷、氨氮。与
2014年相比，超标排污口的数量有所增加。

陆源入海排污口的超标污染要素 2015年
入海排污口排放的超标污染要素为总磷、粪大肠

菌群、氨氮等，其中总磷超标次数最多。
不同类型入海排污口中，市政类和工业类排

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分别为70%和88%，其它
类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为33%。2011年~
2015年，工业类排污口达标排放率较高，其他类
排污口达标排放率较低。

5.2 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状况
2015年，对海口市龙昆沟入海排污口邻近海

域进行了监测，其中，5月对该海域实施了水质监
测，8月实施了水质和沉积物监测。

监测时段，该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主要污染要素为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和
活性磷酸盐；沉积物质量超过第三类海洋沉积物
质量标准，主要污染要素为石油类、硫化物和有机
碳。海口市龙昆沟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
状况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的要求。

2011年~2015年监测结果显示，龙昆沟排污
口邻近海域水质均为劣四类，水质无明显改善，主
要污染要素为活性磷酸盐、生化需氧量和无机氮；
沉积物质量等级为劣三类，主要污染要素为石油
类和硫化物。

5.3 海洋垃圾
2015年，我省在三亚湾海域开展了海洋垃圾

监测，监测内容包括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
底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来源。

海面漂浮垃圾 三亚湾海域的垃圾监测结果
显示，海面漂浮垃圾主要为塑料袋、塑料瓶等。大
块和特大块漂浮垃圾平均个数为89个/平方公
里；中块和小块漂浮垃圾平均密度为3.7千克/平
方公里，平均个数为5896个/平方公里。海面漂
浮垃圾主要来源于陆地和海上活动，所占比例分
别为47.6%和52.4%。

海滩垃圾 三亚湾沙滩的垃圾监测结果显
示，海滩垃圾主要为香烟过滤嘴、瓶盖、包装袋
等。平均个数为149893个/平方公里，其中塑料
类垃圾数量最多，占69.4%；平均密度为393.4千
克/平方公里，其中木制品垃圾密度最大，占垃圾
总数的43.3%。海滩垃圾主要来源于陆地和海上
活动，所占比例分别为88.9%和11.1%。

海底垃圾 三亚湾海域的海底垃圾监测结果
显示，海底垃圾主要为包装袋、塑料袋、金属瓶罐
等。平均个数为10809个/平方公里，其中塑料类
垃圾数量最多，占82.6%；平均密度为104.9千克/
平方公里，其中金属类垃圾密度最大，约为54.1

千克/平方公里。
2013年~2015年监测结果表明，海面漂浮垃

圾、海滩垃圾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海底垃圾
平均数量较2014年略有增加。

6 海洋灾害与损害

6.1 灾害性海浪
2015年度南海出现浪高大于4米（巨浪）的

日数共有47天，较2014年略有减少，浪高大于3
米（大浪）的日数共116天。2015年因热带气旋
（热带风暴及以上级别，下同）影响产生的巨浪日
数25天，因冷空气影响产生的巨浪日数20天，冷
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产生的巨浪日数2天。
与2014年相比，因热带气旋产生的巨浪日数增
多，因冷空气影响产生的巨浪日数减少。

2015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27个热
带气旋，较常年偏多1.5个。其中有5个热带气旋
进入南海，有1个登陆海南岛：1508号强热带风
暴“鲸鱼”于6月22日18时50分在海南万宁和乐
镇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
（25米/秒），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
较常年偏早4天。

2015年进入南海的热带气旋个数与2014年
相同，但受热带气旋影响时段偏长，因此其引发的
巨浪日数也多于2014年；受强厄尔尼诺影响，华
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南海受冷空气影响较
弱，其引发的巨浪日数也相应明显减少。总体上，
2015年巨浪日数比2014年有所减少。

2015年海南省因风浪造成的海上事故3起，
沉船2艘，3人死亡（含失踪）。与2014年相比，
2015年海浪造成的灾害，船舶损毁明显减少，人
员伤亡增加，经济损失较小。

6.2 风暴潮
2015年，海南岛沿岸出现一次明显风暴潮过

程，由1522号强台风“彩虹”引发。与2014年出
现的两次特大风暴潮相比，2015年风暴潮灾害造
成的经济损失明显减小。

1522号强台风“彩虹”于10月4日下午2点左
右在广东省湛江市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5级（50米/秒），是建国以来在十月份登陆我国的
最强台风，在海南岛沿岸引发不同程度的风暴增
水。10月4日海口秀英验潮站出现最大增水值81
厘米，最高潮位321厘米（当地基面，下同），超当地
警戒潮位31厘米，其它站未超当地警戒潮位。

2015年，受“彩虹”风暴潮和近岸浪共同影

响，造成海南省水产养殖受灾面积152公顷，沉没

渔船2艘，损毁防波堤101米，直接海洋经济损失

总计为3288.6万元，死亡（失踪）2人。

6.3 天文大潮
2015年天文大潮期间，海南岛沿岸各站最高

潮位均未超过当地警戒潮位。
6.4 海岸侵蚀
2015年，海南省热带气旋影响较常年偏少，部

分海岸段侵蚀速率有所减缓，但在海平面上升、海
浪、风暴潮等自然因素作用以及人工涉海项目建设
影响下，部分岸线受到海岸侵蚀的影响仍较为明显。

2014年~2015年，海口市西海岸镇海村海岸
段0.558千米的海岸受到侵蚀，最大侵蚀速度4.5
米/年，平均侵蚀速度2.6米/年，较前几年相比，该
海岸段侵蚀范围及速率有所减缓。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部分海岸段侵蚀较为明
显：2013年～2015年，琼海博鳌出海口北侧海岸
段最大侵蚀后退约60米；2012年～2015年，琼海
龙湾港南侧海岸段最大侵蚀后退约40米；2014
年～2015年，陵水香水湾海岸段最大侵蚀距离
26米，清水湾海岸段最大侵蚀距离20米。

6.5 赤潮
2015年我省海域共监测到赤潮5次，赤潮累

计面积约为102平方公里，赤潮生物种类为夜光
藻、球形棕囊藻、赤潮异弯藻、锥状斯克里普藻和反
曲原甲藻，赤潮未造成毒害事件。2015年赤潮主
要发生在陵水分界洲近岸海域、文昌市龙楼石头公
园附近海域、儋州市白马井和排浦镇近岸海域、三
亚市近岸海域、海口湾美源游艇码头近岸海域。

6.6 海水入侵及土壤盐渍化
2015年，我省继续对海南省三亚的海棠湾和

榆林湾地区进行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状况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近五年海水入侵情况基本稳

定，土壤盐渍化程度略有减轻。

海水入侵状况 榆林湾监测区域海水入侵情

况较海棠湾严重，但入侵程度较低，范围较小，入

侵距岸0.5公里以内；海棠湾监测区域水质为酸

性，未发生海水入侵。与2014年相比，监测区海
水入侵情况基本保持稳定。

土壤盐渍化状况 榆林湾监测区域存在土壤
盐渍化现象，入侵范围较小，距岸0.3公里以内，较
2014年略有减轻，其盐渍化类型为氯化物-硫酸盐
型中盐渍化土和轻盐渍化土。海棠湾监测区域为硫
酸盐型非盐渍化土，未发生土壤盐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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