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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A07

咨询电话：66810859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9.7-9.10

15天

距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开幕还有

督察进驻期：
2017年8月22日-9月21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管理

方面的举报
值班电话：
0898-65355853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专门信箱：
海口市专用邮箱406号

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进驻海南
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梁
振君）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海洋督察
方案》，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近
日进驻海南省开展海洋督察工作。
8月22日，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
组）督察海南省工作动员会在海口
召开，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组
长林山青作讲话，省长沈晓明作了
动员讲话。

督察组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生态文
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摆上更加重
要的战略位置。海洋督察是党中
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海
洋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是海洋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授权国家海洋局对地方人民
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海洋资源
环境重大决策部署、涉海法律法规
和计划、规划、重要政策措施、突出
问题及处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海

南省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践行新发
展理念，确保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海
洋资源环境的大政方针落地生根。

督察组强调，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进驻海南省，将本着“把脉
体检，开方督办”的原则，重点督察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家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解决突出资源环境问题、落
实主体责任情况。本次围填海专项
督察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前围填海
管理方面存在的“失序、失度、失衡”
等突出问题，紧盯中央高度关注、群
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围填海问
题及处理情况，重点检查地方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反映的海洋资源
环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况。

督察组要求，海南省和沿海市
县政府要积极配合督察组工作，不
回避问题，不推卸责任，对督察中发

现的违法违纪线索要严肃处理；同
时要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从查
摆的问题中认真总结，进一步健全
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系
统提升“管海”“护海”能力水平。

沈晓明表示，这次督察是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保
护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
安排，是对海南海洋保护与利用的一
次体检、问诊和把脉，也是海南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提升能力
的一个契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
南人民的“饭碗”，要从全局和战略的
高度，充分认识这次专项督察的重大
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

沈晓明强调，要认真做好全面
梳理自查工作，要围绕督察内容，坚
持问题导向，围绕围填海和海岸带
保护责任目标，通过自查，找出差
距，找出问题根源，拿出切实可行的
整改措施；要全力做好配合工作，认

真做好会议安排、资料准备、当面沟
通、外业核查、下沉督察、举报受理、
舆论引导、突发事件应急、后勤保障
等各项工作，严明纪律，确保督察工
作顺利开展；要狠抓问题的整改落
实工作，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分类施
策，强化督办落实，用好督察反馈成
果，坚持治标和治本一起抓、预防和
整治一起抓，构建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长效机制。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主持会议。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
全体成员，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
加会议。

根据安排，国家海洋督察组进
驻时间约1个月。进驻期间（2017
年8月22日—9月21日）设立专门
电话：0898-65355853；专门信箱：
海口市专用邮箱406号。督察组主
要受理涉及围填海管理方面的举
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
00—20：00。进驻期间，督察组不
接待走访。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进驻海南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姚洁斯）7月份，我省经
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其他营利性
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等新兴服务
业较快增长，房地产销售快速增长；
投资、消费同步较快增长；财政收入
和工业企业利润较好，市场活力持
续增强，就业稳定、民生支出较快。
这是记者今天从省统计局获悉的。

我省的投资、消费需求同步较

快增长。从投资来看，1月—7月，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10.31亿
元，同比增长12.7%。其中，7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324.92亿元，同比增
长12%。从消费来看，7月份，全省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65亿
元，同比增长11%；1月—7月，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4%。

值得一提的是，7月份，我省经

济运行质量效益较好：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完 成 61.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5%，增速比上月快15.6 个百分
点，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5.65亿元，
同比增长47.9%；市场活力持续增
强，全省新增市场主体11481户，同
比增长33.8%；民生支出快速增长，
民生支出 101.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7月份我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324.92亿元，同比增长12%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彭
青林）近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海洋
局派出6个督察组分别进驻辽宁、河
北、江苏、福建、广西、海南等 6省
（区）开展海洋督察。今天上午，国家
海洋督察组（第六组）在海口举行沟
通见面会，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
组长、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省
委书记刘赐贵分别讲话，省委副书
记、省长沈晓明出席会议。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督察
组进驻海南表示欢迎，对国家海洋局
长期以来对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他表示，此次督察组对地方海洋
工作和用海情况进行督察，是对海南
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
持，必将有力推进我省海洋生态环境
的保护，促进海洋资源更高水平地开
发利用，进一步推动海南规范用海、
依法用海、科技用海、集约用海。

刘赐贵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强国的
决策部署上来，抓住当前国家对我
省陆海生态环境集中督察的“黄金
机遇”，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对发现
的问题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一时难
以整改的要制定整改计划，举一反
三，形成长效机制，依法依规解决。
希望督察组严格督促，帮助我们发

现问题、整改问题，进一步推动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

林山青表示，海洋督察是党中
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
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加
强海洋管理、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要意义。国务院授权国家
海洋局对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海洋资源环境重大决策
部署、涉海法律法规和计划、规划、重

要政策措施、突出问题及处理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督察组将与省委、省政
府一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海洋资源环境的要求部署，共同
查找海洋资源环境管理和促进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共同研究办法妥善解决问题，推
进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参加。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在海口举行沟通见面会
刘赐贵沈晓明林山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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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我省8项目获中央首批PPP
以奖代补资金5100万元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朱莹
莹）今天，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有8个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近日通过财政部审核，获
得中央首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以奖代补奖励
资金5100万元。

据了解，此项资金旨在支持和推动中央财政PPP
示范项目加快实施进度，提高项目操作的规范性，保障
项目实施质量，引导和鼓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公
共服务项目转型为PPP项目，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省按照
“稳中求进，量质并重”的原则，抓储备、抓规范、抓资
金、抓技术，着力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改革。目前，全省已储备PPP项目175个，覆盖市政工
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利建设、旅游、能源、医疗
卫生、城镇综合开发、交通运输、教育、科技、文化、政府
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社会保障、农业等15个行
业领域，总投资额达1581.89亿元。

全省林地空间范围
实现“一张图”管理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罗轶奇）
记者今天从省林业厅获悉，我省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林业空间规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各
市县林地空间范围明确，并制定了林地分级分区管控
措施，及时动态监控，全面掌握林地空间变化，真正实
现林地“一张图”管理。

自从“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以来，按照全省坚持“一
盘棋”协调统一发展的重要指示，我省林业系统加快对
林业空间规划改革，划定全省林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
了林业管控空间。目前已划定了211万公顷林地、
213.27万公顷森林红线和32万公顷湿地红线，严格保
护54.8万公顷天然林地和89.67万公顷生态公益林。

同时，我省持续厘清了林地与耕地等其他规划用
地的边界。全省基本农田与林地重叠图斑52万块（面
积10.07万公顷）、城乡规划建设用地、产业园区用地与
林地重叠图斑7.4万块（面积4.47万公顷）全部得到妥
善解决。全省19个市县（含洋浦）全部落实林地保有
量指标，明确了林地范围。

台风“天鸽”今将登陆广东
我省局地或有大到暴雨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叶媛
媛）记者今天下午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今年第13号台风“天鸽”（强热带风暴
级）已于今天15时加强为台风级，预
计“天鸽”将于23日白天在广东惠东
到阳江一带沿海登陆（12～13 级）。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6时40分继续发
布台风四级预警。

洋浦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完成首单进口业务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罗光雄）记者今天从海南检
验检疫局获悉，1979.04吨货值35.62
万美元的澳大利亚大麦日前经过检验
检疫合格后顺利入境。据悉，这是
2015年12月，洋浦进境粮食指定口
岸获批以来的首单粮食进口业务。

据了解，洋浦保税港区连接国际
小麦主产区澳大利亚与主销区中国
华南市场及东南亚市场，在区位、港
口、政策及配套服务方面优势明显。
洋浦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将与正在建
设的洋浦保税港区国际粮油物流加
工产业园项目形成合力，促进海南粮
食产业聚集发展，带动洋浦港航物流
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周晓
梦 孙婧）22日晚，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十二批群众
举报件102件，共计185个问题。此
外，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省移交的第二批51件群众举报件，
今天也公布了整改反馈结果：目
前已办结37件，正在办理14件。

在今晚移交的第十二批群众
举报件中，从污染类型来看，涉及
水、大气、噪声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分别为35个、41个和30个。
据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

组交办案件落实组统计，截至8月
22日，中央环保督察组累计向我省
移交了十二批群众举报件共计
940件，涉及1519个环境问题，按
类别排序来看，其中大气污染421
个、水问题356个、噪声污染240
个、生态问题199个、扬尘污染92
个、垃圾污染73个、油烟污染58
个、土壤污染37个、粉尘污染5个、

重金属污染2个，其他污染36个。
从整改反馈情况来看，在我省

各市县受理的第二批群众举报件
中，经调查处理，情况属实的 31
件，部分属实的15件；另外5件不
属实的举报，则按办结来统计。

此外，如要了解《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
表（第2批）》详细内容，可扫描右侧
二维码，或登录海南省政府网站、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网站、海南

日报客户端等，查看群众信访举报
件具体办理情况。

(相关报道见A03版)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第十二批群众举报件102件
第二批移交的群众举报件已办结37件，正在办理14件

扫码看《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2批）》
详细内容

8月22日，临近傍晚，壮丽晚霞在
海南多地出现，不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
客用手机、相机拍下这美丽的瞬间。一
张张美丽如画的照片引得众多网友争
相转发，“刷爆”微信朋友圈。

①海口市内一景。网友拍摄
②文昌木兰头。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①

海洋方面

预计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
北部 多云转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中部 多云
东部 多云转雷阵雨，局地大雨
西部 多云
南部 多云

预计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
北部 多云有雷阵雨
中部 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东部 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西部 多云
南部 多云有阵雨

陆地方面

制图/张昕

预计22日夜间到25日白天
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海面
多云有雷阵雨
偏西风转西南风6-7级，阵风8级
海南岛南部、西部海面、北部湾海面
多云有雷阵雨
偏西风5级，阵风6级
23日下午起转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海南壮美晚霞惊艳“朋友圈”

海口两天共办理电动车上牌1670辆

电动车上牌
1小时内可搞定

海口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

海口市21条城市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自来水供水工程

乐东黎族自治县山荣水闸及五条市政道路PPP项目

儋州市滨海新区污水处理工程

屯昌县县域村镇供水一体化工程PPP项目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富美乡村水环境治理项目（PPP）模式

海口港新海港区和马村港区建设工程PPP项目
（该项目为存量转PPP项目，获得1800万元奖励）

8个PPP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