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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整改反响

整改现场

整改快讯

海口石山两处非法
采石场无证开采
整改：连夜拆除并复耕复绿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梁君穷）今天凌晨
1时，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永烈山
两处非法采石场灯火通明，秀英区
正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拆除。

8月15日晚，海口市秀英区接
到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
第五批群众举报件。有群众反映，
永烈山有人非法采石，破坏生态。
接到办件后，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与区
国土执法大队、石山镇相关负责人组
成工作组，立马赶往现场开展调查。

当天23时13分，工作组达到
永烈山。沿着一条颠簸狭窄的小路
行驶，确实发现了两处采石场。“我
们达到采石场后，工厂并没有生
产。但发现现场有石料、粉碎机、传
送带等生产设备。在工厂的简易板
房内，有15名人员，均为采石场工
人。”石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经秀
英区国土部门确认，两处采石场均
属无证开采且无环评手续，属非法
采石。对此，工作组当场作出决定：
现场15名非法采石人员，由派出所
民警会同区国土执法大队开展调
查，查清幕后老板；对两处非法采石
场进行处置，将采石场上的所有板
房、设备就地拆除；对现场的7辆车
辆、挖土机等设备进行查扣；尽最大
努力将矿坑尽快回填并复耕复绿。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天刚亮，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
镇才地村养殖户张胜良起了个大早，
与往常起来查看肉猪长势的好心情
不同，今天他有些沮丧——他是赶着
来拆掉养殖棚的。

4天前，他的养殖场因存在污染
环境的问题，被当地群众举报至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昌江相关部门
随后赴现场查验勘测后，发现12.6亩
的养殖场至今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且有侵占生态保
护红线和养殖臭气臭水污染大气环境

等情况，遂勒令其拆除相关设施。
张胜良像吃了黄莲，心里苦得

很。“怪不得别人，自己手续不全，没
有环保意识，100多万元投进去，要
亏得底朝天了。”张胜良说，去年10
月开始投入生产的养殖场，如今存栏
达到600头。

养殖户的实际情况，昌江执法人员
看在眼里。“不仅仅是养殖户，整个养殖
场发展起来也很不易，不少村民的心血
都在里头。”12日接到群众举报件后，连
夜赶赴现场查验的昌江县政府有关负
责人在了解养殖场情况后作出了决定：
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要坚决地
拆，但群众利益要尽力挽回。

“老张过来帮帮忙，检验检疫的
人都到啦，抓紧时间，养好的猪争取
明天出岛！”一声招呼，拉回了张胜良

的思绪。听出是昌江畜牧局副局长
孙树秀的声音，正忙着的张胜良一下
子来了精神。配合工作人员到猪栏
里查验、抽血，老张觉得自己的产业
又有了希望。

昌江在积极推动环境污染项目
立行立改的同时，积极为养殖场的出
栏肉猪寻找下家。在张胜良联系上
广东省茂名市的买家后，今天一早昌
江畜牧和检验检疫部门开通绿色通
道，组织人员上门进行肉猪检验检疫
工作。

“买家的车明早5点到昌江，担
心检验检疫手续来不及呀。”今天中
午，在工作人员走后，看着侵占了生
态红线的4亩多猪舍已经拆得差不
多，张胜良的心又悬了起来。

下午6时，孙树秀的电话带来了

好消息：“老张啊，170头肉猪都没问
题，瘦肉精、口蹄疫检验都通过了，手
续办妥，明天就放心送它们出岛吧，
动物疫控中心的检疫证明一会就给
你送过去！”

“伙计们，赶紧吃饭，吃完咱们连
夜把该拆的都拆了，肉猪出栏了，生
态得赶紧恢复起来。”张胜良脸上露
出了几日不见的笑容。

“破坏生态的部分拆了，环境污
染的问题解决了，就赶紧去办理环评
手续。县里正在推动产业转型，养殖
业是重要组成部分，以后不仅要主动
保护环境，还要把沼气池等循环农业
设施用起来，产业发展加把劲！”想起
今天凌晨工作组在养殖场现场督促
整改时的一席话，张胜良的干劲又鼓
起来了。 （本报石碌8月16日电）

昌江环境整改中帮养猪场找买家，帮养殖户清理思想“污染源”

一次人性化拆除 一场环保意识觉醒

本报营根8月16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林学健）“废塑料看似不
起眼，却对周边生态环境危害极大，
琼中相关部门接到举报环境问题
后，立即采取措施，这样的执法速度
值得点赞！”今天下午，看到家附近
的大堆废塑料被移走，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镇白鹭湖度假区的业
主刘先生高兴地说。

刘先生是一名退休宣传干部，
2013年入住白鹭湖度假区。“买房
时，就是看上了这里的绿水青山，傍
晚时分，白鹭成群结队地飞翔，十分
引人注目。但最近发现周边废塑料
堆积，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心里很
不舒服。”刘先生说。

昨晚，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琼中移交了1件群众举报件，有群
众反映在湾岭镇白鹭湖度假区内，海
南天明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
224国道大量转运塑料垃圾，厂房内

堆放了大量废塑料，严重危及白鹭湖
上万只白鹭和鱼类的良性生存现状，
同时也破坏了附近居民的优质居住
环境。

接到群众举报件后，琼中县委、
县政府要求环保部门及绿色产业园
区管委会、湾岭镇政府等单位立即行
动。8月16日上午，琼中环保部门
召开会议讨论，明确整改方案，安排
部署查处工作，随后迅速行动，前往
白鹭湖度假区附近的厂房进行实地
核查，与现场厂房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协商，当场制定整改举措，要求海南
天明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将
厂房内的废塑料移走。

下午时分，涉事公司责成有关人
员对废塑料进行搬移，还白鹭湖度假
区一片净土。

此次快速督察整改行动，不仅让
刘先生竖起了大拇指，也获得了小区
居民的好评。“琼中地处海南岛中部
生态环境保护核心区，任何人都不能
对这片土地造成破坏。”白鹭湖度假
区业主李先生说。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执法检查汇报会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强化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记者李磊）今天上
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执法检查省政府汇报会，听取省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对我省《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贯彻实
施情况的汇报。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安排，
7月31日至8月4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
查组，分两路分别赴儋州、五指山等9个市县，对
各市县贯彻实施《办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会议
指出，自2014年5月《办法》实施以来，我省积极
贯彻落实《办法》，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社
会救助工作机制，加强规范管理，努力构建科学有
序、衔接配套、公平公正、保障有力的社会救助工
作新格局，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为依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
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力推动脱贫攻坚发挥了
重要作用。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充分认
识社会救助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
化政府责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形成社会救助的
工作合力；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
共享，提高救助工作管理水平；探索社会救助与社
会保障的衔接和互补，创新社会救助的方式方法，
坚持“输血”救助与“造血”救助有机结合；加强基层
队伍建设，加大社会救助政策法规的培训和宣传力
度，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让社会救助制度始
终在阳光下健康运行；进一步落实低保与扶贫两
项制度的有效衔接，全力打赢海南脱贫攻坚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军、副省长何西庆
出席会议。

“青春喜迎十九大 追梦筑梦海南岛”
圆梦中国人百姓宣讲启动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张
鹏飞 实习生吴宛曼）今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
总工会、团省委和省妇联联合举办的“青春喜迎十
九大 追梦筑梦海南岛”圆梦中国人百姓宣讲活动
在海口进行首场宣讲。青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环卫
工人、公安民警、志愿者、基层技术员、科研人员纷
纷走上舞台，向大家讲述他们在海南的奋斗青春，
号召广大青年把青春力量融入到海南发展中来。

首场宣讲团中，有坚守乡村、创业富民的农村
致富带头人，有安边固防、守护平安的人民警察，有
辛勤耕耘、默默付出的农民工，他们用敢于有梦、勇
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励志故事感染着现场的人们。

作为“砥砺奋进的五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海南“圆梦中国人”百姓宣讲
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通过讲述发生在百姓身边的青春故事，掀
起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高潮，同时鼓
励广大青少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青
春力量。

据悉，本次“圆梦中国人百姓宣讲团”由海南
省五四奖章获得者、青年岗位能手、最美青年职
工、乡村好青年、优秀志愿者、海南省青年道德模
范及向上向善好青年等青年典型组成，接下来，他
们分组奔赴基层一线进行宣讲。

全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吕
妍）为进一步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强
化我省少数民族文艺人才队伍，服务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今天上午，由省民宗委主办的2017年全省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培训班在海口举行开班仪式。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参训学员为全省13个市
县的中小学艺术教师、少数民族文化和技艺传承
人、基层文艺团体编创人员、民族民间艺人、乡镇
文艺骨干等，共240余人。期间，学员将接受民
歌、民舞（民族舞蹈）、民服（民族服饰黎锦苗绣技
艺）、民文（民族文学）等四个专题内容的培训。为
提升培训质量，培训班特别邀请了20位省内外知
名专家为学员授课，科学设置培训课程。

省民宗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繁荣发展少数民
族文艺事业，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对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海南少
数民族文艺创作空前活跃，黎族歌舞诗《达达瑟》、
舞剧《黄道婆》、舞蹈诗《黎族故事》、歌舞诗《黎族
家园》等剧目先后参加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均荣获最高奖，有力地宣传和展示了海南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畜禽尸体污染
定安龙梅溪
整改：进行无害化处理

本报定城8月16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陈雪娇）
8月14日，定安县接到中央第四环
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群众举报件，
反映雷鸣镇龙梅溪有乱丢畜禽尸
体现象，导致河水污染问题。15
日，定安县水务局、畜牧局和林业
局等多个单位负责人联合组成巡查
队伍，对该水域进行排查摸底。

水域范围广、涉及村庄多，巡查
工作从上午持续到了深夜。巡查队
伍在龙梅桥河边20米找到一死牛
尸体，将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巡查
队伍还走入水域周边多个村庄入户
排查，与在河流周边养殖户沟通协
商，请求他们尽早转移养殖点。

定安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县各
相关部门将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明确各级河长职责，落实河流治
理责任。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宣
传力度，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并动
员全县河边养殖业主转移到其他
宜养区域，做好养殖场污染排放
的长效监管，防止畜禽养殖对环
境造成污染。

废塑料垃圾清理了
琼中白鹭湖度假区业主：执法速度值得点赞

8月 16日，东线高速万宁市礼纪镇群坡出口附近，农联村二水村民小组边的垃圾堆放场，挖掘机正在清
运垃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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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在旅游差异化发展上探索出新路子，又要与三亚
抱团促销，实现旅游带动效应。四要充分发挥生
态环境优势，积极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创新体制机
制，将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户。五要抓好教育和
医疗卫生事业。创新体制机制，确保乡镇卫生院
在硬件设施配套、人才配备等方面得到有效提
升。要探索医生县管乡用、乡管村用的模式，先行
先试，为全省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调研。

当好海南生态环境保护
的主力军

■ 本报记者 孙婧

随着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陆续移交群众举报件，各地的针对性
整改工作进展如何？继督办文昌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市县整改工作之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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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赴万宁市，给整改工作把
脉开方，督促当地压实整改责任。

采石场限期3个月回填

在第一批移交的群众举报件中，
当地群众投诉称，距离万宁市长丰镇长
丰新村400米远处的福田采石场，经营
证已到期，存在超期开采的嫌疑。

记者跟随省督办组来到长丰新
村，见到路边树林层层叶子蒙上了灰。
进入采石场，眼前所见是一个69亩大
的深坑，6台挖掘机立在坑内填土平
整。采石场周边，6台洒水设备开动。

万宁市环保局局长蔡吉林介绍，
11日接到办件后，万宁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主要负责人走访现场，督
促责任单位立即落实整改。

福田采石场经营权已于去年6
月到期，但回填修复工作迟迟未见明
显进展，“存在慢作为的情形，要立即
加快恢复工作。”站在矿坑边，省督办

组负责人指出。
“我们要求福田采石场3个月内

完成回填、复绿等修复工作，同时暂停
该采石场老板的另一个采石场经营权
限。这边整改完了，那边才能恢复经
营。”万宁市市长周高明回应督办组的
疑惑，将处罚与开采资质相关联，通过
加压方式推动整改工作。

此次省督办组特邀相关厅局专
家一同前来。省国土厅地矿处处长
何贤伟建议重新测量编制新修复方
案。他还建议，采石场经营方可采取
新型爆破技术——秒差起爆法，降低
爆破噪音影响。

群众点赞环境整改

15日夜移交万宁的第五批举报
件，其中之一是群众投诉礼纪镇群坡
高速路口下、农联村二水村民小组外
一垃圾堆放场，有垃圾焚烧现象。垃圾
堆放场在高速路路基下，有安全隐患。

今天下午省督办组来到现场查
探，发现投诉所称的垃圾正在被挖掘
清运。“我们将在两天之内彻底平整
并造林。”整改责任领导、万宁市副市
长林兴胜向省督办组承诺。

附近的新昌村村民杨光文告诉
记者：每逢台风暴雨，这里积水就有
好几米深，又在村道边、高速路下面，

我们都很担心有小孩玩耍掉进去溺
水。看到消除了环境污染和人身安
全隐患，杨光文不住地点头称好。

现场办公解决整改难题

当天下午，省督办组还检查了群
众投诉的海南农垦宝牧养猪有限公
司经营的养猪场。

据悉，该养猪场已于2013年建成

污水处理站，实现养猪废水不外排，但
气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省天气
高温多雨，开放式猪棚确实很容易散
发臭气，但我们维持一个星期两到三
次的冲洗频率。”该场负责人透露，公
司有计划重新选址将养猪场迁走。

省督办组与万宁市环保局等部
门，以及养猪场三方达成了三条整改
意见：一是逐步减少肉猪饲养量以减
少臭味源头；二是每日清运干粪，增

加微生物无害化除臭剂使用量；三是
对生产区域内污水沟盖板，进一步防
止臭气外溢。

一天下来，省督办组督察了万宁
市5个群众举报件的整改进展，对万
宁的整改速度予以了肯定。“市县政
府要继续自我加压，立行立改，落实
生态保护责任，给百姓一个满意答
复。”省督办组负责人表示。

（本报万城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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