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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整改快讯

本报八所8月25日电（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梁昌琪 汤思辉）城区养
殖家畜，极易造成粪便、噪音等方面
的环境污染问题，影响居民生活。8
月18日、21日，东方市先后收到中央
第四环保督察组移交的关于八所城
区、城中村养殖家畜排污影响居民生
活的举报件。对此，东方市在组织相
关部门连夜调查整改相关问题的同
时，今天制定出台了全市有关圈（拴）
养家畜家禽的管理规定。

8月18日晚收到的举报件内容
显示：东方八所镇东海路西十五巷一
处民宅，一楼养了几十头猪，排泄物
乱排入排水沟里，臭味难闻，影响居
民的正常生活。当晚，东方市城镇综
合行政执法局、畜牧兽医局、环保局
等多部门前往现场调查处理此事，发
现举报情况属实。执法人员责令当
事人第二天早上9时前将圈养的猪
出售或移至农村圈养。8月19日8
时多，圈养的猪被转移走，东方市畜

牧局组织卫生清洁人员，对猪圈及周
边环境进行消毒整改。

8月21日晚，东方市再次收到关
于“八所镇和平东路剪半园村私人家
畜养殖，污水排入小水池，散发恶臭”
的举报件，东方市城镇综合行政执
法局、畜牧兽医局、环保局等部门前
往现场处理，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立
即进行整改，3日内将圈养的猪迁移
或出售。截至8月24日，该猪场圈
养的猪已全部售出，东方市畜牧兽医

局的工作人员对猪圈及周边环境进
行了防疫、消毒。

据了解，东方市制定出台的全市
关于圈（拴）养家畜家禽的管理规定
内容为：八所城区禁止圈（拴）养、放养
家畜家禽；城乡结合部村庄、乡镇、农
场、农村居民所养的家畜家禽应当实
行圈（拴）养，不得随意放养，应做好人
畜分居。

为达到长效治理的目标，由该市
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牵头联合公

安、畜牧兽医、环卫、爱卫及所在社区
等部门，组成家畜家禽圈（拴）养、放养
工作巡查队，开展巡查工作，发现违反
规定圈（拴）养、放养家畜家禽的，限期
责令整改，不按时整改的饲养人，由有
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同时，各乡镇、农场加强对辖区
居民的宣传教育，各社区、村委会负
责调查登记本辖区内的饲养户，落
实对家畜家禽圈（拴）养的日常监管
责任。

东方制定圈（拴）养家畜家禽管理规定

八所城区禁止圈（拴）养放养家畜家禽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上

午，全省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在海口召开，强调要
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实
干担当，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司法
体制改革经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高院院长董治良主持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贾
志鸿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全
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全国法院院长座谈会、
2017年大检察官研讨班、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
会、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以及省委书记刘赐
贵有关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是我省政法系统
的重大政治任务。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总结司法
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增强信心和勇气，以问题为导
向，在巩固完善提升司法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更
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改革和公安改革、司法行政改革等，努力打造
海南司法体制改革升级版。要充分利用好大研讨
大行动活动成果，找准问题，列出清单，逐步推进
解决，确保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全面完成司法责
任制改革任务，为下一步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肖杰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增强司法体
制机制的动力和活力，加强顶层设计和综合平台
建设，不断提升政法各部门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全面打造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调、智能应
用、安全可靠的政法信息化系统，要创建有力有效
的保障机制，研究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为推进司法改革提供强有力保障。同时，
要深入统筹推进公安改革和司法行政改革，增强工
作能力水平。积极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公证制度改
革，加强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队伍建设。深入开展
社会治理创新工程，继续推进综治中心、“雪亮”工
程、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增强联治共治的合力。

全省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打造海南司改升级版

本报洋浦8月25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贾霖 陈开任）8月 23
日晚，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移交洋
浦的一宗群众举报件称，“洋浦福玛
特超市对面露天歌舞厅夜间扰民，
影响居民正常休息”。接件后，洋浦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带领
由市政管理局、环保局等部门人员组
成的工作组，连夜赴现场核实情况。

据了解，在群众举报洋浦福玛
特对面露天歌舞厅噪音扰民之前，
市政管理部门已明令要求经营证件
不齐全的露天歌舞厅停业整顿。核
查当晚，工作组人员现场监测显示
噪声高达75分贝，属于高分贝。工
作组立即要求歌舞厅关停清场。

洋浦一露天歌舞厅
夜间扰民
整改：关停清场

本报文城8月25日电 （见习
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记者
今天从文昌市政府获悉，在中央第
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文昌市的第
十一批举报件中，反映东郊镇有两
家露天的炭烧厂没有相关环评手
续，生产时产生扬尘污染，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文昌市环保局接件后，
立即联合东郊镇政府对这两家椰壳
炭烧厂进行排查，目前已关停22家
椰壳炭烧厂。

据东郊镇政府工作人员初步
调查，确认群众举报件内容属实，
该镇立即成立举报件处理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分四个调查组，对
全镇椰壳炭烧厂的情况进行全面
排查。工作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
现一家查处一家，所有没有营业执
照和环评手续的加工厂一经发现，
立刻勒令停产。

文昌2家椰壳炭烧厂
扬尘污染环境
整改：全面排查，共停22家

本报屯城8月25日电 （见习
记者唐咪咪 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
钊）针对屯昌东风小区自来水浑浊
泛黄问题，屯昌县有关部门立即研
究部署整改措施，更换新水泵。昨
天下午，该小区住户家中原本浑浊、
发黄的自来水已恢复正常。

23日晚，屯昌县收到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东风小区二
次供水蓄水池未封闭，导致自来水
浑浊、发黄的举报件。接件后，该县
组织水务、房产等部门召开专题会，
研究部署解决措施。

经核实，自来水浑浊、发黄的原
因主要来自于二次供水的2台加压
水泵损坏。对此，调查组要求物业
公司尽快更换水泵，定期清洗二次
供水蓄水池，同时，物业公司应在小
区内部管网末端加装排水设施，于
停电再供水时对小区内部供水管道
进行清洗排泥。

屯昌东风小区自来水
浑浊泛黄
整改：已更换水泵

本报营根8月25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泽汝）“太臭了，今天必
须把这些散发臭气的泡沫胶清运干
净。”今天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环保局工作人员向金石橡胶加工厂
下了“最后通牒”。

据了解，昨天，琼中接到中央第
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3批群
众举报件。今天上午接件后，琼中环

保局、农业局针对金石橡胶加工厂制
胶时将臭气熏天的废水排放到附近
稻田里，影响周边村民正常生活的问
题召开协商会议，并赶赴现场展开调
查。

在现场，琼中环保局、农业局工
作人员巡查臭味来源、排污口，在加
工厂附近的稻田里进行勘察，对污水
排放口加固堵截，防止其散发臭气，

并对加工厂在浓乳场酸化池堆放泡
沫胶进行密封处理。

“是我们管理不到位，忽略了泡
沫胶产生的臭气，下一步将整改污水
排入稻田的问题，今后严格按照环保
标准进行生产作业。”金石橡胶加工
厂负责人林建海说。

据了解，这家橡胶加工厂去年底
因管理不到位，污水流进雨水沟，产

生违规排放污染物等问题，被琼中环
保部门立案调查，并处罚人民币10
万元。

“经过两次整改，希望这家工厂
能提高环保意识，呵护我们的绿色家
园。”附近村民陈明道说。琼中生态
环境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则表示，接下
来，有关部门还将采取“回头看”的方
式，对这家橡胶加工厂进行再监督。

污水直排稻田 废水臭气熏天
琼中一橡胶加工厂：依法整改，今后严格按环保标准作业

整改现场

■ 本报记者 郭萃 通讯员 陈创淼

“把那块铁皮慢点取下来放一
旁，一会挖掘机过来拆墙的时候别弄
坏了！”今天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东
山镇丁加村，村民陈成利正和几个亲
戚朋友拆着自家的猪圈。由于猪圈
产生的臭味影响到周边村民，在秀英
区和东山镇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他选
择了自行拆除。

此前，有村民举报“秀英区东山
镇丁加村三社15米处有一私人养猪
场，大约养了100头猪，散发出难闻
的味道。”对此，该镇干部督促该养猪
户进行整改，将猪圈拆除。8月24
日，村民再次反映处理现场只是简单
用锤子敲了几块砖，便算所谓的“处
理完毕”，而养猪场并未取缔，环境也

未改善，环保设施未规范。
接到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转办件后，区、镇、村三级干部连夜
来到养猪户陈成利家中对其进行劝
说，“除了气味大影响村民生活以外，
这些猪粪可能会产生很多病菌，污染
土壤，有可能会污染水体。为了村里
的环境着想，确实应该把猪圈拆除，对
于生活上的问题，你们要相信政府一
定会想办法帮助你们渡过这个难关。”

东山镇政府挂点干部黄彪告诉
记者，“昨天从晚上9时到今日凌晨2
时多，历经5个多小时的劝说，就是
希望养猪户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主动配合政府的工作，也将他
们的损失降到最低。”

今天早上6时，“叮叮咚咚”的拆
房子声音就传了出来。“反正也睡不

着，不如早点开始干活。”辗转反侧了
一夜，经过一场煎熬的心理斗争，陈
成利终于下定决心，把猪都卖了，把
猪圈拆掉。

记者10时许到达现场时看到，
猪圈里已经清空，顶棚也已经拆除，
一台机械设备正在进行围墙的拆除
工作。

“养了近8年，付出了全部的心
血，从2格猪栏一点一点扩大到16
格猪栏100多头猪，现在要拆掉不可
能没感情的。”随着围墙的轰然倒塌，
陈成利眼睛红了，“镇干部说得没错，
我们自己也知道，养猪的味道很大，
可这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来源啊！现
在孩子在上学，拆了以后孩子的学费
怎么办？”

对于陈成利的担忧，黄彪表示：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制定了后续安置
方案，对于他们一家生活上的困难，
我们会在政策允许下进行一定的帮
扶，同时协调村里进行新的猪圈选址，
在保证村里环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让他们自己选地点，水、电全部由政府
帮忙协调，同时要求他们进行规范化
养殖，要达到环评标准。对于现在的
拆除现场立刻清运，并对污染源进行
消杀，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原状。”

得知这个消息，陈成利破涕为
笑，“这下我就放心了，我保证这两天
一定拆除完毕。”他同时憧憬着，“等
选了新址我还要养猪，到时候再买些
小猪苗从头开始，我有经验技术，不
怕！下一次，我一定注意猪圈卫生，
规范化养殖，保护好环境！”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海口一私人养猪户环保意识提高，从“做样子”到自行拆除猪圈——

“以后养猪一定要规范化养殖”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徐德铖）记者今天从海南检验检疫局获悉，海南海
中免免税品有限公司申报的一批货值517.45美
元的进口化妆品，日前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顺利通
过检验检疫予以放行。据悉，这是海南检验检疫
系统实施检验检疫的首批以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方
式申报的进口商品。

今年年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示范区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洋浦保
税港区和海口综合保税区为载体设立“海南省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区”。2017年7月至2017
年12月底，我省将全面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各项政
策措施，不断完善洋浦保税港区和海口综合保税
区跨境电子商务相关配套设施，推动完善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链。

为支持和促进海南跨境电商业务发展，海南
检验检疫局海口地区办事处通过与相关职能部
门、海口市政府、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以及相
关企业的反复沟通协调，并加强对企业的技术
指导，全力推动海口综合保税区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平台建设，促成电子商务平台顺利通过考
核验收。

在风险评估和“双备案”的前提下，海南检验
检疫局通过简化优化检验检疫流程，保证跨境电
商商品源头可溯、去向可查、风险可控、快进快
出。同时按照规定，依照中国电子检验检疫（e-
CIQ）主干系统内设检验规则实施现场查验并出
证放行，快速验放该批跨境电商商品。

海南首批跨境电商商品
实现快速验放

◀上接A01版
对生态环保部门已经调查核实，按规定需要进行
问责的，要第一时间介入，做到快、狠、准，切实提
高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对问题线索
查办和追责问责过程中存在推诿扯皮、查办不力、
追责不严的，要开展“一案双查”。

《通知》强调，要加大环保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力度。进一步畅通监督渠道，建立健全与相关
部门违纪问题线索移送机制；严格执行《海南省
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和《海南
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试行）》，做到失责必究、追责必严；认真落实
立转、立交、立查要求，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党员
干部的违纪问题，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一起，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全力配合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上接A01版
突出规模经营，以增收的快慢多少体
现结构调整的成效；三要从农民增收
看发挥农业科技的迫切性，扭转粗放
的经营模式，向科技要水平要效益；四

要从农民增收看打造绿色农业品牌的
巨大潜力，坚持食品安全标准，打响海
南优质农产品品牌；五要从农民增收
看脱贫攻坚的成效，把脱贫措施的落
实体现在增收上；六要从农民增收情

况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干部作风
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发挥
情况。

刘赐贵要求，要进一步开展好大
研讨大行动，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四

个意识”，充分发挥干部干事创业的主
动性、积极性，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各自岗位上
有所作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加强党的领导，把新一届省委认识

好干部、培养好干部、用好好干部的准
则和举措层层贯彻落实到位，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长
何西庆参加调研。

发挥资源优势 提升科技水平 打造绿色品牌 实现最大效益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海南省青年电子商务
人才交流促进会近日在三亚成立。

该促进会集合了省内电子商务行业精英、电子
商务企业高管、电子商务创业者，旨在整合我省电子
商务资源，凝聚青年电子商务力量，引导青年依托互
联网积极创新、自主创业，并倡导诚信电子商务、公
益电子商务，进一步促进我省青年电子商务发展。

据悉，海南省青年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促进会
由团省委主管，省内电子商务企业及相关协会共
同发起。

省青年电子商务人才
交流促进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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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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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备注：部分举报件涉及2个以上（含）环境污染类型，导致合计数与移交数不一致。

移交
举报件数

21

2

11

11

6

8

2

7

3

3

2

7

5

1

1

1

2

93

水

9

4

5

3

5

1

3

1

2

1

4

3

2

43

大气

13

2

8

5

4

4

3

2

1

1

4

3

1

1

52

土壤

1

1

1

1

2

6

生态

1

3

2

1

1

3

1

3

1

1

17

重金属

1

1

垃圾

1

1

3

1

6

噪声

7

1

3

3

1

1

1

1

1

2

1

1

23

油烟

2

1

1

4

扬尘

1

1

1

1

4

粉尘

0

其他

1

1

2

合计

33

5

18

17

10

14

4

11

4

4

3

14

12

1

1

1

6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