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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我省110名适龄应征
女青年参加体格复检
高校在校生、新生、毕业生占近九成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刘
群）今天上午，110名通过体格初检的适龄应征女
青年在省征兵办统一安排下，前往解放军第187
医院体检中心接受体格复检。其中，高校在校生、
新生、毕业生占比近九成。

为了做到“公正、公开、透明”，省征兵办明确规
定，此次体检除了实行全封闭式体检外，还邀请2名
家长代表、3名省级廉洁征兵监督员监督体检全过
程。今年我省征兵体检全面使用的网络版《全国征
兵体检信息化管理系统》，不仅提高了征兵体检的
规范化、准确性，缩短体检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还
减少了外部因素干扰，让体检结果更加客观。

据了解，今年我省适龄应征女青年不仅人数多
于往年，在文化素质、精神面貌等方面也比往年优
秀。在今天上午参加复检的应征女青年中，有96
名为高校在校生、新生、毕业生。据省征兵办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征兵工作中，我省大学生入伍优惠政
策已逐步完善配套，以鼓励更多大学生应征入伍。

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军区副司令
员毕重峰少将今天上午到现场检查指导工作，要
求相关人员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规定，把好体检关、
政审关、定兵关，确保为部队输送优秀的女兵员。

三亚全面铺开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英语培训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林诗婷）如何用
英文介绍三亚？今天上午，三亚市党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用英语培训班正式开课，课
程以科班理论与实践案例相结合，聘请外教向该
市党政机关等工作人员呈上别开生面的英文课，
进一步开拓国际视野，为塑造“友好三亚”国际名
片营造良好氛围。

今天上午，百余名来自三亚各区、市直各单位
分管培训工作的负责人，以及全体学员，在该市市
委党校学术报告厅举行开课仪式。三亚通过全面
推广国际教育，营造全社会学习外语、提升国际化
水平的浓郁氛围。据悉，此次实用英语培训班于
8月14日-16日、9月6日-8日、10月10日-12
日、11月6日-8日、12月6日-8日分五期举办，
以科班理论与实践案例相结合的原则，培训内容
汇集了实用英语100句、外籍高管国际化视野与
思维分享、英美文化赏析、外教日常英语互动等，
培训讲师既有高校教授、欧美外教，更有涉旅行业
外籍管理人员的精彩分享等。

本次培训由三亚市委组织部、三亚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三亚市旅游委联合主办，三亚市
旅游协会承办。

用法律强调道德
将道德融入法律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针对中央第四环
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海口的群众环境
信访投诉案件，海口市高度重视、立
行立改。其中一件转办案件情况
为：龙华区丘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
家居建材商城有两到三万平方米的
大理石加工厂，经常散发有毒有害
物质飘散在空气中，粉尘随意飘散，
有臭气味；加工厂的水直接排放至
下水道，导致地下水污染。

接到群众投诉后，今天上午，龙
华区环保局、水务局、城管局等相关

部门迅速赶到现场，调查核实相关
情况。据初步的调查结果，金盛达
建材商城直接排放生活污水情况属
实；粉尘污染是由于建材城内部分
石材加工厂未按要求密闭施工和环
保设施不完善造成；空气异味疑似
是石材粘合时产生，目前各项情况
正在进一步核实确认中。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该区
环保部门拟对金盛达建材商城进行
顶格处罚，处以20万元的罚款；针
对生活污水问题，责令建材城立即
停止排放，由有资质的公司运到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在17日前确保
一体化水处理设备安装到位，开始
进行污水处理，在两个月内完成永
久性污水处理站的建设。此外，对
不符合相关环保规定的石材加工
厂立即停产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
继续经营，同时要求金盛达建材城
严格约束入驻的石材加工企业守法
经营。

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相关负责
人现场表示接受整改要求，认真做
好整改，对不符合规范的商家一律
清理出场。

◀上接A01版
他建议，在将屯昌经验进行推广之前，各地应先进
行调查研究，因地制宜拟定赡养协议书的条款内
容，既要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照顾赡养人
的情感情绪，“让道德更有约束，让法律更有温度。”

省老龄办负责人也认为，以签订赡养协议书
的方式，对少数不尽法律义务赡养老人的子女作
出约束的做法值得推广。省老龄办每年都会利用
重阳节等时间节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
动，带动全社会形成赡养老人、关爱老人的温暖氛
围。屯昌的做法或将是一个宣传的好案例。他特
别谈到，今年7月21日，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海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
干规定》的决定。修改后的《规定》将于9月1日
正式实施，除了要求赡养人给予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之外，还作出了“赡养人应当在精
神上慰藉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应当经常看望、问候老年人”等明确要求。他
相信，修改后的《规定》将更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
人权益保护工作。

省文明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省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持续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弘扬道德模范精神取
得了扎实成效。特别是，今年6月18日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市县积极采取措施
落实会议精神，迅速掀起新一轮的创建高潮。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第六届全省道德模范暨推荐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活动，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
转化为基层群众的生动实践，让争当好人、争做好
事逐步成为全社会的“风向标”。

本报那大 8月 14 日电 （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李秋欢）今天凌晨2
时许，儋州市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
作组，赴该市峨蔓镇与洋浦经济
开发区交界处的一家无证采石
场调查核实后，进行强制性取缔和
拆除。

8月13日晚，儋州市接收到中
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有关
非法采石场的群众环境信访投诉案
件。据群众反映，儋州市峨蔓镇烟锦
村与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良行村
交界处有一家采石场，长期无证采
石，24小时作业，尤其是晚上产生很

大噪音和灰尘，影响附近村庄居民正
常生活。接件后，儋州市当晚召开专
题部署会，连夜立行立改。

8月14日凌晨2时许，儋州市政
府办、环保局、公安局、国土局等部门
和单位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赶赴现
场。经调查，群众举报属实，该采石
场属于非法采石，未经有关部门批
复，无证无照不合法。

于是，儋州市公安局对该采石场
进行强制性取缔拆除，对挖机、炮机、
运输车等机械予以查扣，并现场抓获
破坏环境嫌疑人11名，案件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案件：采石场无证采石
整改：取缔，抓获11名破坏环境嫌疑人

儋州

本报嘉积 8月 14 日电 （记者
丁平）今天下午，记者从琼海市委
宣传部了解到，中央第四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琼海的第一、第二批、
第三批信访举报案件共16件，其中
一件经协调已转交万宁市，其他15
件案件，核实举报13件，不实举报
2件。目前已办结6件，正在抓紧推
进7件。

其中一起案件具体情况为：琼海
市博鳌镇海边一条街酒吧、烧烤店、
餐饮店等商家的废水排入大海，退潮
时能明显看到废水排入。

接件后，琼海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8月13日上午，琼海市环保

局执法工作人员和博鳌镇政府工作
人员现场执法，了解到海的故事一
条街的酒吧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入
海情况属实，整条酒吧一条街只有
海的故事一家存在污水未经处理直
排入海的问题。

对此，琼海市环保局要求海的
故事酒吧立即整改，杜绝污水直排
现象。

8月13日，海的故事酒吧业主
已对原污水管中段进行堵截，并用水
泥进行浇筑，封死排污口。对排在海
滩自留的污水，博鳌镇政府派车将污
水抽取干净，并运走作无害化处理，
逐步恢复海滩的生态环境。

案件：废水排入大海
整改：封死排污口，将污水抽取干净

琼海

本报屯城 8月 14 日电 （记者
邓钰 见习记者唐咪咪 通讯员邓积
钊）8月13日晚上，屯昌县收到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4件举
报案件。接件后，屯昌县召集县环
保、国土等相关部门，部署整改措
施。

针对屯城镇大陆坡村长河塑料
工厂制作渔网废水排放，污染农田案
件，县环保局于13日晚上要求违规
厂家迅速整改，并于今天上午前往现

场了解整改情况，目前该厂已停产整
顿，直到其生产流程符合国家技术标
准才可恢复经营。

针对屯城镇林胜机车喷漆厂造
成大气污染案件，该县要求该厂立即
停业整改，同时县环保局将在全县排
查维修厂家“三废”排放情况，防止此
类事件再次发生。

针对屯城镇神侯府酒吧噪音污
染问题，该县责令该酒吧立即停业整
改，整改完毕后方可营业。

案件：塑料工厂排放废水，污染农田
整改：违规厂家停业整改

屯昌

本报八所8月14日电（记者罗
安明）8月13日晚，东方收到中央第
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三批群
众环境信访投诉案件6件。接件后，
东方市委、市政府连夜部署动员，对
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

其中一起投诉主要内容为：东方
市八所镇皇宁村有一条灌溉水渠，村
民将生活垃圾、动物尸体直接丢入渠
内，有异味，夏天特别严重。

13日晚，东方市委主要负责人
率相关职能部门来到皇宁村，现场督
察督办该案件，研究制定了整改方

案。14日上午，东方市爱卫办、八所
镇政府联合展开行动，组织40多名
干部职工，手拿扫把、铁铲等劳动工
具，对皇宁村灌溉水渠环境卫生进行
大整治，皇宁村两委干部及村民加入
其中。

据了解，皇宁村这条长约1.4公
里的灌溉水渠，原是戈枕水利南干渠
的一条支渠，现已基本不具备灌溉功
能。水渠内垃圾，大多是周边村民丢
弃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东方市
计划在两日内清理完水渠内的垃圾，
同时加强对水渠的环境卫生管理。

案件：灌溉水渠成了垃圾场
整改：两天内完成垃圾清理

东方

本报万城8月14日电（见习记
者张期望 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卓琳
植）记者今天从万宁市政府获悉，8
月11日至13日，万宁收到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群众来电来
信案件三批共15件。截至14日，第
一批2件案件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第二批5件正在整改中，第三批8件
正在核查处理中。

8月13日上午，针对已经调查
的“青皮林内垃圾堆放点污染”及

“长丰镇宁山采矿场越界开采”第一

批两个案件，万宁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带领相关部门到达现场，对整改
落实情况开展现场督办。目前，该
市城管局、礼纪镇等相关单位已经
全部清理干净青皮林内垃圾堆。就

“长丰镇宁山采矿场越界开采”案
件，万宁市国土局表示，通过再次核
查，该矿场已经停止违法开采行为，
并对因采矿产生粉尘、噪声等问题
进行了整改。

在收到第二批5个案件后，万宁
市也立刻采取行动，展开整改。13

日当天，针对奥特莱斯芭蕾雨逸景
一期小区污水乱排放问题，万宁市
政府有关负责人要求环保局立即展
开调查，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进行
处理。

针对北大禄马橡胶厂有恶臭味
和北大东兴农场车田队河段非法采
砂两个案件，万宁市在13日也展开
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禄马橡胶
厂存在除臭设备不达标准的问题，
该市环保局当场要求停产整改，直
到臭气问题得到解决才准许生产。

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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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海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澄迈县
定安县
屯昌县
临高县
乐东县
陵水县
昌江县
保亭县
琼中县
白沙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沙市

涉多个市县
共计

备注：1、部分案件涉及2个以上（含）环境污染类型，导致合计数与移交案件数不一致。
2、表中“涉多个市县”指该案同时涉及三亚、儋州、澄迈、昌江。

移交
案件数

23
2
5
7
5
6
3
1
7
3
1
4
1
3
2
1

1
1

1
77

水

8

3
5
2
2
2
1
4
1

1

1
2
1

1

34

大气

16

1
3
2
4
3
1
3
1

1
1

1

1
38

土壤

1

1

生态

2

2
2
1

1

1
1

2

12

重金属 垃圾

1

1
1

1

1

5

噪声

6
1
1
2

1

1
1

1
1

15

油烟

4

1

5

扬尘

1

2
1

1

1

6

粉尘

1

1

其他

1

1

2

合计

38
2
7
13
7
9
7
3
9
4
1
5
2
4
4
1

1
1

1
119

类型

◀上接A01版
开幕式上，省贸促会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国家

企业家商会、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促进协会签署
合作协议，三亚百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
complete service 旅游服务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为促进海南与哈萨克斯坦相关产业的交流与
合作，省旅游委、省农业厅、海口市、儋州市、文昌
市、琼海市、万宁市分别就旅游、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医疗康养等产业进行了推介。开幕式上还进
行了极具海南特色的文艺表演。

开幕式结束后，海南活动日国际经贸合作交流
餐叙会在世博园举行，来自海南旅游、农业、医疗等
领域和哈萨克斯坦各界代表出席活动。活动中，双
方企业进行了配对交流，有效深化了海南与哈萨克
斯坦各界的交流合作。在中国馆内，海南活动日全
天还进行了黎族织锦技艺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
海南活动日闪亮登场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截至8月13日晚，中央第四环
境保护督察组已累计向海南移交三
批信访投诉件。今天，省环境保护
督察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督
办组（以下简称“省督办组”）分别
到文昌、陵水等市县，现场督办一批
移交信访投诉件中重点关注的问
题，对系列交办信访投诉件进行现
场调查核实，并跟进当地的督办整
改情况。记者跟随省督办组到文昌
现场进行了采访。

督办现场：
非法洗砂场生产设备被拆除

上午10时许，文昌市龙楼镇吉
水村竹草坡的洗砂场，拖车、塔吊等
来回忙碌着，洗砂场的生产设备正在
被拆除。

“这里面涉及到两家洗砂场，其
中一家有营业执照和土地审批手续，
但没有申请办理临时占用林地手续；
另一家的手续不齐全，属于非法建设

石英砂加工点。”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副局长林明昌介绍，11日晚文昌市
接到该起信访投诉件后，立即进行了
调查核实。

经调查后，文昌市已对前一家洗
砂场停电进行整改，责令其自行拆
除非法占用林地 14798 平方米范
围内所有建筑与设施，恢复原状；
并对非法改变商品林地用途处以罚
款。对后一家非法建设石英砂加工
点的企业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要求14日前完成对加工设备的
全部拆除。

离开洗砂场，省督办组来到清澜
开发区高隆湾，在现场，记者看到一
条水沟从沙滩上延伸而出，直至入
海。

“周边楼盘生活污水、乡镇垃圾
污水、鱼塘养殖污水直接排入大海，
导致沙滩泥化，海水变黑，冬季污染
更严重。”这起同样在11日晚转交的
信访投诉件已调查清楚，存在着周边
小区雨污混排、锦山沟附近的养殖鱼
虾塘污水间断性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建设尚未完善等问题。

省督办组现场了解到，文昌市已
对高隆湾片区污染源进行摸底排查，
对周边污染较严重的小区下发责令
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对锦山沟的
排污口进行截留，着手沙滩恢复等
工作。

整改行动：
举一反三全面摸排查处

“对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和存在
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的主体，并非拆
除设备、企业关停就完事，而是跟踪
督办进展情况，恢复生态、追责等工
作要同时开展，要举一反三、全面摸
排查处所有情况。”在督办现场，文昌
市副市长何欢宝说，整改行动不仅要
立行立改，对污染行为从严从重从快
处置，更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汲取
教训。

文昌市在对吉水村竹草坡洗砂
场区域进行现场调查时，同时发现
附近另一家无照经营的硅矿公
司。这两日，在各部门联合执法下，
该公司也已自行进行拆除场内设施

设备。
针对高隆湾存在的污染问题，

文昌市已对该片区房地产项目的
污水排放和周边农村居民生活及
养殖污水排放进行全面摸排，制定
出详细的整改方案。

据文昌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负
责人林敏介绍，高隆湾片区正在加
紧实施市政污水管网建设和启动清
澜片区截污并流工程，对周边多家
房地产项目和小区污水进行收集
处理。

同时，文昌市要求清澜片区房地
产企业自行处置污水，不达标的要自
行将污水抽处后再清运至已运行的
污水管网或污水处理厂；并协调解决
周边养殖户的预留地问题，从源头上
消除污水排入大海的问题。

立转立办：
现场解决问题获群众点赞

“我们不等不拖，立转立办，核
查突出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督促
市县扎实落实整改措施，看得见整

改成效。”省督办组组长林仕錤说。
在到文昌市进行现场督办前，省

督办组前两日连续在海口、琼海等市
县进行信访投诉件整改督办。

各市县存在不同的信访投诉件
和环境突出问题。梳理对文昌的现
场督办信访投诉件来看，重点问题集
中出现在水、生态这两大污染类型
上；在区域上，多涉及近海海岸等地。

“这个海滩污染投诉了以后，他
们就及时地赶过来处理，很快。”住在
高隆湾附近的居民张二侬说，政府部
门的整改动作十分迅速，他希望海滩
上的水沟水坑被填复，能真正还海滩
和海水以干净模样。

省督办组介绍，对文昌这一批重
点问题他们将继续跟踪督办，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和相关要求，对信访投诉
件市县要组织有关部门迅速调查核
实、立查立改；并要依法依规查清责
任，严肃问责；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
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同时，信访件
整改和处理情况要在一定期限内及
时向社会公开。

（本报文城8月14日电）

省督办组到文昌督办一批移交信访投诉件

现场督办 确保问题整改见实效

案件：建材城污水直排、粉尘污染、散发异味
整改：顶格处罚20万元

海口

本报保城8月14日电（记者贾
磊）从8月12日至8月13日，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接到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第二批移交案件5起和第
三批移交案件1起。其中，针对噪声
污染和污水直排等投诉问题，该县
畜牧局与相关部门依法对渉事的保
亭屠宰场和保亭三道镇屠宰场进行

停业整改。
针对群众投诉的保亭七仙河水

体污染情况，以及保亭西河左岸部
分污水管道堵塞情况，该县水务局
已组织清淤队伍对管道进行全面疏
通，收集到的污水已全部进入县城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对无法疏通
的管道，该局采取应急疏通工程建

设，将于8月16日前确保污水顺畅
流入污水主管网。

针对督察组移交的大气污染情
况，该县积极部署，首先从黄标车、
老旧车、高污染机动车等方面着手
解决。近日来，县公安局交管大队
大力开展摩托车、黄标车交通违法
专项整治行动。

保亭

案件：长丰镇宁山采矿场越界开采
整改：停止违法开采，并对粉尘、噪声等进行整改

案件：两家屠宰场噪声污染和污水直排
整改：停业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