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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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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备注：部分举报件涉及2个以上（含）环境污染类型，导致合计数与移交举报件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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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 垃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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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噪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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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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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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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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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整改快讯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周
晓梦）随着首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
情况的反馈和公开，梳理可发现，海
口、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市县对中央第
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相关群众
信访举报问题开展追责问责，涉及举
报件3起，共问责11人。

其中，针对“海口市秀英区火车
站至新海林场的区域海防林场被严
重砍伐，被开发建设，未加以保护”

问题，海口市秀英区委、区政府研
究决定，给予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
大队队长、区农业局副局长、区农
业执法综合执法大队队长等3人诫
勉谈话并通报批评问责；对长流镇
农业服务中心林业负责人失职渎
职涉嫌违纪问题线索交由纪检监
察机关进行纪律审查。海口市林
业局党组责令林业局原资源处处
长及分管公益林工作人员进行诫勉

谈话；对市林业行政执法支队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进行诫勉谈话；并去
函给海南省森林公安局党委，建议
对市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进行诫勉谈话。

陵水开展问责的群众举报件有
两个，其中一群众举报的具体情况为

“陵水椰林镇架场田路符氏烧烤园，
存在油烟、噪声污染，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和健康，希望能关停烧烤园做别

的生意”问题，陵水县委、县政府当场
关停取缔符氏烧烤园，并组织对县城
范围内20多家烧烤园进行取缔；县城
管局分管中队负责人停职检查并调
离岗位。

另一群众举报则涉及垃圾、水等
污染问题：群众反映“英州镇清水湾
雅居乐瀚海银滩小区附近100亩垃
圾堆放场焚烧垃圾”和“清水湾阿罗
哈附近海海洋水环境水质明显下

降”，陵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到现场
了解情况，并进行查处整改；英州镇
委对分管领导副镇长停止分管工作，
接受检查；并对英州镇环卫站站长进
行问责。

对移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我省
各市县坚持问题导向，严格问题整改
流程，确保问题整改见真招、出实效，
同时，不回避不遮掩问题，严格追责
问责，让问题整改到位。

我省对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首批移交的群众举报问题严格追责问责

涉及群众举报件3件 共问责11人

■ 本报记者 丁平

8月20日，琼海市嘉积镇雅洞村
村民颜业吉家接待了几拨来购买生猪
的客商。“经洽谈，价钱还不错，出价最
高的是7.3元一斤。”颜业吉高兴地说。

但是，19日下午，颜业吉还是非
常为难：“我知道，家里养猪污染环
境，决定拆掉猪栏，不再养猪。可是，
家里25头猪怎么处理？”

雅洞村一村、二村、三村共有
13户村民养猪，有38间猪圈，截至

8月 19日，存栏生猪400多头。近
日，在接到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琼海市移交的“嘉积镇官塘到
椰子寨万泉河段非法采砂破坏生
态”和“一公司在万泉河森辉疏浚点
长期挖砂破坏生态”群众举报件后，
嘉积镇立行立改。同时，嘉积镇对
全镇各村环保问题进行全面排查，
经排查发现，嘉积镇雅洞村一村、
二村、三村存在养殖生猪致环境脏
乱差等现象。

8月19日，嘉积镇委主要负责人
带领工作组来到雅洞村。雅洞村一
村、二村、三村的13家养猪户当场表
示要卖猪拆猪圈：“我们下游1公里处

就是自来水厂取水点，不能因为我们
‘小家’的利益，坑害‘大家’利益。”

如何处理存栏里的生猪，雅洞村
的乡亲都在想办法。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符某某老家在雅洞村，获悉村里
的这一情况，他主动联系南华养猪合
作社来村里收购生猪：“村民卖猪，不
能吃亏。”

昨天下午，在符某某的帮助下，颜
业吉家25头生猪都卖了出去。“今天
南华养猪合作社过来将小猪全买走
了。收入不错，不仅解决环保问题，还
小赚了一笔，挺满意的。”颜业吉说。

不仅仅是南华养猪合作社，19日
以来，海口、三亚等地陆续有客商过

来洽谈生猪收购事宜。这一切，离不
开符某某等能人乡贤的帮助。

雅洞村委会主任黄畅说：“多方
出价买猪，村民就有选择的余地，利
益就能最大程度得到保障。”

村民陈陆坚原计划在明年春节
前卖猪，但今天他的猪也卖掉了：“多
亏了村里的能人，找来这么多买家。”

黄畅说：“将400多头生猪卖完
后，我们立即拆猪圈。”

嘉积镇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进行村环境改造，把原有猪栏位
置平整出来，添置健身器材等，进一
步美化全村的生活环境。

（本报嘉积8月22日电）

琼海市雅洞村13家养猪户集体拆猪圈

乡贤联系买家，保障养殖户利益
整改纵深

本报营根8月22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泽汝）“项目环保评估验收
合格了吗？马上把这些淤泥清理干
净！”8月20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土局、环保局等单位工作人员前往
湾岭镇一家采石场，见到海南琼中茅迪
矿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直奔主题”。

据了解，琼中接到中央第四环境
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群众举报件，反映
这家采石场在没有环保措施的情况

下开采作业，导致现场土质松软、植
被损坏、地表下沉、水土流失严重。

接到移交的举报件后，琼中国土
局、林业局、环保局等部门迅速派出
工作组，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工作人
员发现，在采石场内，矿山开采台阶、
安全警示牌等施工措施不符合相关
规范，固体废物堆积场所均未采取防
扬散、防流失等环保措施。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责令采石场

立即停产，开展整治工作，采石场应在
规定时间内落实整改内容。”琼中环保
局工作人员说，整改后期，我们还会对
该采石场进行“监视”，督促整改。

同时，工作人员还要求该公司对
池塘淤泥进行清理，采取降尘和水循
环使用等环保措施，减少粉尘，在进
出采石场的道路上，使用洒水车进行
定时喷淋，起到降尘作用。此外，还
提出严禁在夜间进行采石、石料加工

等扰民作业等要求。
“接到责令停产整改通知后，我们

立即按照要求做好整治工作，汲取教
训，进行深刻反省，努力提高环保意
识，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琼中茅迪
采石场负责人戴相宙态度诚恳地说。

“希望这家采石场今后能够依法
合规生产，不破坏周边环境，不产生
巨大噪声，还我们一个舒适安静的生
活环境。”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琼中一采石场违规作业被责令停产整改，负责人表示——

“汲取教训深刻反省，接受监督！”

屯昌一养猪场
非法排放污染水体
整改：被责令搬迁

本报屯城8月22日电（见习记者唐咪咪
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钊）8月20日晚，屯昌县
收到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群众举报
件，反映一家养猪场的污染问题。接件后，该县
迅速行动，深入实地调查，部署整改措施。

今天下午，由屯昌县畜牧、水务等部门和海
垦中坤农场公司、海胶中坤分公司等单位组成
的调查组，赶赴中坤居38队进行调查。经核
实，该连队职工刘以超在居住区内建有一个养
猪场，年出栏量约250头，但配套的两个沼气池
容量仅达16立方米，无法达到消纳养殖废弃物
的要求，致使部分废弃物直排入周边一个约3
亩大小的山塘里，造成水体污染。

对此，调查组责令该养猪场立即停止非法
排放，并对已产生的污染问题进行治理，直至恢
复原状；该养猪场还需即刻选点搬迁，南坤镇、
中坤居等单位部门要做好跟踪督办工作，同时，
该连队要定时组织职工清理生活垃圾和排水
沟，保持良好卫生环境。

东方两家建材加工点
违规生产
整改：连夜取缔

本报八所8月22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
员符艳丽）8月21日晚，东方市收到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八所镇二环南路一铝
合金广告加工厂中午晚上作业导致噪声污染”

“八所镇琼西路一大理石加工厂生产时噪声大影
响周边居民休息”两个举报件。接件后，东方市
工信、环保等部门连夜赶赴现场调查核实相关情
况，取缔了这两个位于居民区的建材加工点。

经查，位于八所镇二环南路东五巷的铝合
金广告加工厂和位于琼西路七十一巷附近的大
理石加工厂，分别从事铝合金广告加工、大理石
加工，属于建材加工点，均建在居民区中间，不
同程度存在噪声污染、气味污染和扬尘污染。

根据有关规定，建材加工行业的厂房、加工
点不允许建在居民区内，上述两家加工厂均属
违规生产加工。对此，执法人员依法对这两个
加工厂予以取缔，并要求这两个加工厂根据行
业相关规定重新选址，向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申
报，依法依规取得办厂资格后方可营业。

“下一步我们要对其他乡镇这一类的建材
加工点进行排查，如果建在居民区的一律取缔，
同时我们也会安排工信局与这些企业对接，帮
助他们搬迁，完善合法手续后重新经营，确保装
修建材市场的供应，做到疏堵结合。”东方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8月15日凌晨，海口
市龙华区接到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移交的群众举报件，反映坡博村拆迁
带来大量扬尘，凌晨2点至3点施工噪
声影响严重，导致居民无法正常休息。

接件后，龙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
立即对坡博、坡巷棚改片区进行巡
查。当天14时许，海口新家园拆迁
安置工程有限公司到龙华区城管局
大队接受关于夜间超时施工作业的

行政处罚，并缴纳处罚金9900元整，
同时城管部门也对拆除单位进行了
严肃批评教育。

8月19日16时55分，龙华区城
管执法人员对坡博棚户区改造项目
工地整改情况再次巡查，并对8月18
日巡查发现施工单位因围挡、覆盖、
洒水降尘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依法对
新家园拆迁安置工程有限公司送达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海龙管法罚决
定 HL［2017］第 LHW25 号），对其进

行立案查处，并处以3万元罚款。
从8月15日至21日，坡博坡巷

棚改项目指挥部督促片区三家拆除
施工单位采取防尘网铺设、洒水降
尘、增设围挡方式、建设洗消点和洗
车池等方式进行整改，并有专员负责
巡查片区是否严格遵守施工时间。
截至8月21日17时，片区围挡7260
米，防尘网铺设7.5万平方米，每天安
排3辆洒水车共6车次进行喷洒降
尘，严格按照工作时间进行施工。

下一步，项目指挥部将继续督促
拆除施工单位整改落实情况，督促拆
迁公司加快清运建筑垃圾、每日做好
拆除片区洒水降尘工作、铺设防尘
网、设置围挡、建设洗刷池等进行整
改。对于未能按要求整改到位的拆
除施工单位，项目指挥部将采取扣除
劳务费用等措施对拆除施工单位进
行处罚，将不及时整改的拆除施工单
位列入“黑名单”，不允许其再承接政
府投资项目的拆除工作。

海口坡博坡巷片区扬尘噪声扰民
共罚款3.99万元，督促施工单位整改

澄迈老城一洗涤厂
撕毁封条进行生产
整改：将对其立案调查

本报金江8月22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吴年怡）昨晚，记者在位于澄迈县老城镇
美鼎村的康乐福洗涤厂看到，在这座日前因擅
自开工建设并生产，被要求停产、自行拆除设备
的厂区中，原本贴在电箱上的封条已被撕毁，厂
区人员仍违规生产。

据悉，当晚9时，澄迈县接到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移交的9件群众举报件。其中一群众举
报件显示：美鼎村康乐福洗涤厂的生产污水未经
任何处理，直接沿河流入美鼎村并散发臭味。接
件后，老城经济开发区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核实举报情况，并于今早作出整改要求。

根据整改要求，老城开发区城建局将联合
相关部门对康乐福洗涤厂启动立案调查，了解
该厂是否符合规划建设，若核实认定其存在未
批先建、非法占地等情况，将对其擅自偷建、抢
建的违法建筑依法予以拆除；要对美鼎村康乐
福洗涤厂违规生产，私自撕毁电箱封条的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从严从重查处。

儋州回访检查督促
整改落到实处

“回头看”
确保“不反弹”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 （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李媛）已经查封关停
的污染点会暗中死灰复燃吗？对
此，8月20日至22日，儋州组织专
班，对前段时间已处理解决过的环
保问题举报件进行“回头看”，确保
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儋州市政府汇总资料显示，前
段时间，该市一系列环保问题得到
及时处理：对那东公路6公里至18
公里内的2家养猪场、塘坡村14家
养猪场，予以实地核查处理；对儋
州天创木业有限公司依法查封生产
设备；责令云月湖周边6家农家乐
关停整顿；工作组到海头镇新洋
村弃土场现场，协调解决高铁建设
弃土场遗留问题；对白马井镇4个
洗砂点，下达了停止生产并限期清
理通知。

为巩固环保整顿成果，儋州加
大“回头看”力度。近两天时间，该
市组织多个工作组，已对和庆镇蔚
林橡胶加工厂、儋州华盛天涯水泥
有限公司、八一英岛水泥厂周边养
猪场、那东公路鸡粪收集场以及丰
木材厂等10家木材厂进行了回访
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各
级各部门要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
入点，重拳出击，举一反三，长抓不
懈，着力解决一批环境保护问题。

保亭响水河水体
局部呈现乳白色
整改：清理河面垃圾，追查污染源

本报保城8月22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黄
立明）8月20日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接到中
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一起响水镇河流
污染的群众举报件，举报内容为响水镇响水河（响
水桥附近的河段）河水很脏，有一半是乳白色的，
举报人怀疑是响水镇的工厂将污水排入响水河。

保亭有关负责人达到现场后，对附近涉嫌
排污的一家制胶厂和一家洗砂厂要求关闭整
改。“事情已经发生了，镇干部居然找不到污染
源，说明平时的监管不到位，这样的污水不是一
时形成的，这么臭的河水怎么能让大家满意。”
该县有关负责人在现场办公时强调。

据悉，当日下午，保亭水务局组织人员与县环
保局、响水镇政府密切配合，水务局调配了两艘
冲锋舟，两艘橡皮艇到响水河断面清理河面垃圾
和排水口。记者了解到，在河段面垃圾得到有效
清理的情况下，保亭水务局将大力追查污染源。

琼中整改非法采砂，群众
拍手称赞——

“摧毁采砂船
大快人心！”

本报营根8月22日电 （记者
郭畅 通讯员林学健）“咣当……”今
天下午，随着一声声巨响，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乘坡河水
域内的一条非法采砂船上，执法人
员用铁锤对准非法采砂船的发动
机，用力开凿，不一会儿，船体被完
全摧毁。

乘坡河被当地村民视为“母亲
河”。流域内河砂资源丰富，在利益
的驱使下，有人非法偷砂、采砂，导
致河道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因为非法采砂，乘坡河部分河
堤已坍塌，下游饮用水源遭到污
染。此外，附近的乡间小路也被运
砂车碾压变形，大家出行不便。”附
近村民王明杨说，村民们看到母亲
河的惨状，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8月21日，接到移交的群众举
报件后，琼中水务部门联合琼中公
安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乘
坡河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工作人
员走在河岸边，看到一堆堆高低起
伏的小砂丘，砂丘旁还有清晰可见
的车轮痕迹。而河域内还停靠着一
艘非法采砂船，不见采砂人员踪影。

随即，工作人员登上采砂船，拆
除了采砂支架、吸砂泵、发动机等部
件，现场烧毁船只，毁掉船体。

几个月来，眼睁睁地看着家门
口的母亲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
源受到污染，当地村民王敬丰心里
很难受。今天下午，他看到了琼中
水务部门开展整改行动的全过程，
站在一旁拍手称赞：“执法人员现场
摧毁采砂船，真是大快人心！”

琼中水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虽明令禁止偷采河砂，但仍有顶风
作案。下一步，水务部门会加大巡
查监管力度和打击力度，守护百姓
的“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