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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爷不知道的是，在他睡好踏实觉的第二
天，由琼海市委市政府投资、琼海市城市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建设的嘉积镇万石河砂堆放点，正式
以每立方米90元的售价对外销售河砂，这也是目
前琼海唯一一处合法的河砂销售点。

据工作人员介绍，疏浚采砂点位于中原镇雅
寨村可采区，6艘采砂船只已正常作业，每天可采
砂4000立方米，并配备了运砂专车，全力保障琼
海重点项目及建筑市场的用砂需求。

要“打砂”，还要“保砂”。为了规范采砂管
理，琼海市决定将万泉河疏浚采砂收归国有，做
到治理河砂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运输、统一
堆放、统一使用，加强动态巡查。

“目前，海南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
河）河道采砂规划和17个市县河道采砂规划已批
准实施，这20个河道采砂规划是在确保规划区防
洪安全为主要目标的前提下，统筹兼顾供水、排
涝、灌溉、船运、水环境、水生态以及经济建设采
砂需求等各方面的要求，划定禁采区、可采区和
保留区，明确禁采期和可采期，修定采砂控制总
量、年度控制开采量等。”张祥云介绍，这20个河
道采砂规划是合法设立砂场的依据，也为我省在

“十三五”期间科学合理开采河砂提供了依据。
“全省的合法采砂场有27个，目前，东方、昌江、乐
东、琼中、保亭等市县已完成15个砂场的出让工
作，全省还有11个新设砂场正积极开展相关招拍
挂工作。”

同时，我省还将利用河道疏浚加大河砂供
应，清理河道内淤积的河砂投放建筑市场。海
口、儋州、琼海等6个市县疏浚工程的前期审批工
作正抓紧推进。

如何平衡“打砂”与“保砂”，海南探索疏堵结
合之法。

“疏”，在于加快合法砂场的出让工作，建立
河砂开采权出让审批绿色通道，尽快开设一批砂
场稳定市场供应，同时合理、稳妥地利用河道疏
浚解决河砂补给问题。

“堵”，则在于继续加大打击非法采砂力度，
进一步建立健全由市县政府主导，水务、公安、国
土、交通、公路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管理执法长
效机制，同时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强日
常巡查力量等。

“此外，充分利用实施‘河长制’契机加强采砂
监管，制定和落实‘河长’在河道非法采砂治理管理
方面的职责，压实乡镇、村委会属地管理责任，这是
下一步我省在打击非法采砂方面的重点工作之
一。”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说，该厅也将积极协调省
国土资源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等部门，研究优化建筑用砂供给结构。

建筑业内人士也建言，除了增加合法采砂场
外，海南应加强多砂源供应，可学习广东省使用
人工砂保障重点项目用砂需求的做法，全面推进
山砂、淡化海砂、人工砂在建筑市场的开发供应。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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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建立健全联合管理执法长效机制，
同时加快开设新砂场、开发新砂源，保
障建筑市场供给

20个河道采砂规划，
为我省科学采砂提供依据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邹小和

2016 年 12 月 25
日，王大爷听村里的少
年嘴边一直挂着“圣诞
节”“礼物”几个词，他没
什么概念，但对于那一
天印象深刻，他说自己
也收到了“礼物”——
“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王大爷是琼海市
塔洋镇千秋村长口村
小组村民。12月25日
那天，塔洋镇打击非法
采砂专项督查小组的
执法人员来到村里，捣
毁了一非法采砂点，为
塔洋河流域拔去一处
喧嚣。

《海南省河道采砂
管理规定》自 2015 年
12月 1日起施行，如今
已满一年，我省通过采
取高压打击非法采砂、
开展市县蹲点督导、出
台相关政策法规、缜密
编制采砂规划、开设新
砂场供砂等一系列措
施，采砂秩序逐渐步入
规范有序的轨道，全省
河道采砂管理工作得到
进一步加强，取得阶段
性成效。

既要“打砂”又要“保
砂”，面对河道采砂这个
天平两头的砝码——生
态环境与建设开发，如何
平衡两者权重，如何更好
地做到“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海南在
不断探索……

和王大爷一样，曾
饱受“夜不能寐”等困扰
的，还有澄迈县瑞溪镇南
渡江沿岸村庄的村民。

村庄沿南渡江畔而
聚，汲江水滋养而衍，但不

知从何时起，这一弯江水的
河道变宽、河床加深、堤岸根

基出现空洞……遇上暴雨天气，
一些河堤不但不能抵挡雨洪，反而
成为渗漏、溃堤的高发地，加剧了雨

洪对附近居民可能造成的威胁。
村民们记不清南渡江从何时起

发生了这般变化，但他们清楚地记
得让南渡江变成这般模样的原因
——非法采砂。据了解，澄迈县境
内有南渡江、大塘河、龙州河等20条
江河和支流。其中，由于砂质优良、
河床平缓，南渡江一度被视为“黄金
航道”。

“黄金航道有黄金”。得益于
南渡江，澄迈县是我省河砂资源最

为丰富的市县之一。但同时，这里
也是非法采砂的重灾区，120余公
里河段原来有大大小小20多处砂
场（点）。

砂是组成混凝土和砂浆的主要
材料之一，是水木工程的大宗材
料。由于质量好，可即采即用，河砂
一直以来都是建设项目工程的“绝
对宠儿”。

而无序泛滥的非法采砂，造成
河床下切、河堤被挖空、河道堵塞，

还改变了河道原有水文环境，导致
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被破坏、江河水
质被污染，严重影响河道流域防洪、
通航、供水和水工程安全。

打击非法采砂，澄迈重拳出
击。自2012年开始高压打击南渡江
非法采砂行为以来，迄今为止，澄迈
已整治沿江流域100多公里，使得毁
坏河道、农田、道路和生态的违法行
为得到有效遏制，南渡江澄迈段正
逐渐变得水清、树绿、景美。

马路的一边是澄迈县瑞溪镇南
渡江沿岸村庄，葱翠盎然的田地、林
地及宁静祥和的民宅群落，另一边却
是一处“两证”均已到期仍继续作业
的非法采砂点，多艘采砂船在河里挖
砂，深浅砂坑随处可见，超载的运砂
车辆来回穿梭，沿路都是颠落的河砂
和水渍。

“太疯狂了！再这么挖下去，不
知道哪天就挖到家门口了！”2016年
12月 7日，当地群众向相关部门举
报。12月9日，澄迈多部门联合出
击，对此非法采砂点进行取缔，共捣
毁十多艘非法采砂船和浮台，查扣5
辆铲砂车，并拘留相关涉事人员。

一次平常的打击非法采砂行动，
展现了去年以来我省对于打击非法
采砂行为的“不平常”力度。由水务
部门“单枪匹马”变为多部门联合执
法，以及多市县跨区域协作，这是我
省打响整治非法采砂攻坚战的强有
力武器之一。

省水务厅水资源管理处处长张
祥云介绍，2016年初，海南拉开集中
整治非法采砂行动大幕，该厅派出

12个工作组深入12个重点市县开展
督导。“各市县都积极组织联合水务、
国土、公安、交通等部门执法力量，与
周边市县建立联合打击工作机制，形
成强大执法合力，威慑违法分子，确
保打击效果。”

对于我省采砂管理工作的难点
之一——南渡江澄迈段，澄迈县对
非法采砂场所全部取缔，持证砂场
开展停业整顿；儋州市充分利用公
安机关威慑力大、执法效能高的特
点，由市公安局牵头，有关部门配
合，打掉珠碧江沿岸非法采砂采矿
点3个，抓获涉嫌非法采砂采矿人
员32人，对16人采取强制措施；南
渡江流域的定安、澄迈等市县多次
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深入打击跨
界盗采河砂行为。

自2015年12月1日《海南省河
道采砂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以来，我
省共组织打击非法采砂行动 3319
次、出动执法人员21629人，查处捣
毁非法采砂船219艘、浮台723个，
扣押非法运砂车243辆，取缔非法采
砂点405处，立案查处85宗，共拘留

46人，其中刑事拘留19人，全省河道
非法采砂得到初步遏制。

多方合力重击非法采砂初显成
效，关键还在于锋刃的法律武器。“在
《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出台前，
我省对于无证采砂行为最高处以十
万元罚款。”省水务厅政策法规处调
研员马惠峰解释道，“而在《规定》施
行后，对于无河道采砂证采砂的，没
收作业船舶、机具和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二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6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关
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
行，无证采砂开始适用“非法采矿罪”
进行定罪处罚，最重可判处7年有期
徒刑。

“《解释》首次明确了‘非法采砂
入刑’，进一步提高了对无证采砂的
处罚力度。”马惠峰补充道，“一年来，
通过积极深入的普法宣传工作，人民
群众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针对
非法采砂的反映举报也有所增加。”

“设施简单、流动性强、非法利
益大、容易反弹，是非法采砂的几大
特点。”张祥云说，加上我省大小河
流众多，河道采砂管理线长、面广、
点多，这是打击非法采砂行为面临
的一大难题。“经过一年来的高压严
打、集中整治，目前我省大江大河流
域的非法采砂行为基本得到遏制，

但在偏远地区的小河流域，夜晚流
动性盗采河砂现象仍时有发生。”

对此，曾在澄迈连续蹲点42天
的马惠峰深有感触。“跟执法人员玩

‘躲猫猫’是非法采砂者的惯用伎
俩。你去他就停，你走他就采，或者
白天停，夜晚采，运砂车则直接把河
砂倒在路边，再驶离一两百米远，我

们抓不到现场，执法取证难。”
此外，高额利益的刺激也滋长

了非法采砂者的抗法行为。2016
年，陵水、昌江等市县发生多起非法
采砂分子暴力抗法事件。

执法力量薄弱也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原因。张祥云坦言：“除了海
口、陵水、儋州等地有规模尚可的执

法队伍外，全省没有专门的执法队
伍，执法机构不健全，导致对河道采
砂的日常巡查力度不够等。”

“我们还面临供需矛盾突出的
难题。我省长期以来建筑河砂供给
来源单一，可采区少，砂源不足。”建
筑业内人士透露，而人工砂、机制
砂、山砂等砂源开发工作没有跟进。

120余公里河段，原有大小20多处采砂场
无序泛滥的非法采砂，严重影响防洪、通航、供水和水工程安全，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年取缔非法采砂点405处，拘留46人
多部门联合跨区域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明确“非法采砂入刑”，非法采砂得到初步遏制

偏远地区小河流域，夜晚流动性盗采河砂仍时有发生
设施简单、流动性强、非法利益大、容易反弹，是非法采砂的几大特点，供需矛盾突出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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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拘留46人
（其中刑事拘留19人）

2015年12月1日
《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以来

我省共组织打击非法采砂行动3319次

出动执法人员21629人

查处捣毁非法采砂船219艘、浮台723个

扣押非法运砂车243辆

取缔非法采砂点405处

立案查处8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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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施行满一年施行满一年，，我省非法采砂得到初步遏制我省非法采砂得到初步遏制，，
如何更好地在开发如何更好地在开发中保护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在保护中开发————

事关青山绿水的事关青山绿水的河砂保卫战河砂保卫战

由于质量好，可即采即用，河砂在我省
建筑市场应用广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海市一非法采砂
点的抽砂设备被捣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海首个合法河
砂销售点启用，采砂船
正在万泉河畔作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海市博鳌镇古调村一非法堆
砂场被取缔后，补种上树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