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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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市场监督管理论坛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温馨提示 9月7日-8日

今日今日开开幕幕

咨询电话：66810859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9.7-9.10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今日开幕

开启新的金砖合作发展之门
——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系列活动纪实

(见B02版)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通讯员 杨娟

蔬菜批发商缺斤少两、哄抬物
价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工商部
门对相关蔬菜企业累计开出了
1128万元的罚单；海口龙华板桥六
味海鲜坊存在虚假宣传、商业贿赂，
工商部门顶格罚没258万余元；海
南一网络公司涉嫌利用虚拟货币进
行非法集资广告宣传，工商部门行
政处罚80万元……这一笔笔的高
额处罚，充分表明了我省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对各类违法行为的“零容
忍”，更是对不法商家的有效震慑。

2017年4月，海南省工商局正

式印发《市场主体“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实施细则》，通过落实摇号
随机抽取确定被检查企业名单，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检查结
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双随机”抽查工作
标志着我省对企业监管执法方式由

“巡查”转为“抽查”，真正落实了“宽
进”后的“严管”。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91175户市
场主体因违法行为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工商部门联合物价、商务、运
输、城管、公安等38家负有监管职责
的单位，联合治理督查失信企业，实
现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2016年春节期间，海南市场上
的叶菜价格最高卖到每斤50元，群
众对高菜价反映强烈。为回应民生
关切，海南工商部门第一时间成立
了“反扰乱市场公平竞争、正常经
营秩序、哄抬物价、欺行霸市专案
组”，对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涉
嫌哄抬物价的49个档口的33家蔬
菜批发商立案调查。2016年3月，
工商部门对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
场及33家批发商开出了1128万元
的罚单，并将其依法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海口菜价迅速回落。实现了

“查办一个企业，规范一个行业”的
效果。

从2017年7月开始，工商部门
对省内媒体曝光的“瘦身”钢筋现
象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检查，并联
合质监、安监等部门，对相关销售
加工企业营业执照、索证索票、销
售加工情况逐一核实，对不合格涉
案销售加工点进行查封并立案调
查处理。目前已办结销售不合格
钢筋案件6件，没收不合格钢筋7.8
吨，6家销售不合格钢筋的商家全
部被吊销营业执照，彻底清理出建
材市场。

工商部门还把海口地区 157
家钢材销售加工店列为重点监管
对象， 下转A03版▶

高额处罚、一次性死亡、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我省打出市场监管“组合拳”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吴春萍 方茜

“看，这一片林地已经重新栽了
树苗。”今年8月12日上午，陵水黎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法官王兵来到该县黎安镇岭仔村，检
查村民林某帅补种树木情况时，当地
村民向她介绍说。

原来，林某帅为种植辣椒，在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
在陵水黎安镇岭仔村西瓜坡林地砍
伐林木。今年6月28日，陵水法院
公开审理该案，判处被告人林某帅有
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同时责令林
某帅及其家属补种2000株木麻黄树
苗，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如果验

收不合格，林某帅将被撤销缓刑，收
监执行刑期。”王兵告诉记者。

这是我省法院开展环境资源审判
改革以来，陵水县法院贯彻修复性司法
理念，启用“三合一”审判机制，判决的
一起破坏林木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生态环境资源是海南的核心竞
争力。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
南时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
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
珍爱、精心呵护。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生态立省的
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
民法院贯彻中央“绿色发展”理念，就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发布一系列
指导性文件。海南法院从司法为大
局服务出发，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

求，结合司法改革试点需要，于2016
年7月启动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实行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
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依法

行政和审判公正

去年8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特大盗采稀土
案，12名被告被指控在4个月内盗采
稀土50余吨，并造成了较严重的环
境破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不法分子何以疯狂盗采4个月之
久？在环境保护领域，普通执法震慑
力度不够、地方保护等问题亟待反思。

去年7月，改革启动以来，省高
院部署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省
内五大河流经市县试行环境资源案
件由海口中院、海南一中院、海南二
中院、三亚中院、陵水县法院等5家

法院跨区域集中管辖。
集中管辖解决了跨区域案件分

段治理、各自为政、治标不治本等问
题，有利于统一司法政策和裁判尺
度，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弊端，促进依
法行政和审判公正。

与之相区别的是，针对自然保护
区，我省实行了环境资源案件专门管
辖制度。2016年9月，海南鹦哥岭、
霸王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
资源巡回法庭揭牌，其一审案件由海
南二中院专门管辖。

据了解，海南环保任务较重的地
区大部分处于中西部偏远山区。长
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省对部分
破坏环境资源案件，特别是数量较多
且分散在山区的非法收购、猎捕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可能存在
着以罚代刑情况。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资
源纠纷容易陷入‘作案—查处—罚款

—继续作案’的恶性循环之中。”省高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曲永生说。

巡回法庭的设立，让审判工作重
心得以下移，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截至今年5月20日，省二中院鹦哥
岭、霸王岭两大自然保护区环境资源
巡回法庭已受理自然保护区内发生
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40宗，一批环
境资源刑事被告人被处以刑罚，以行
政处罚代替刑罚的情况大幅度减少。

建立全省统一司法鉴定机构
环境损害鉴定有专业技术支

持，环境资源审判效率极大提升

长期以来，环境资源案件存在着
当事人取证难、举证难，人民法院存
在着鉴定委托难，鉴定周期长、鉴定
意见水平不高等难题，成为制约环境
资源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的顽疾。

下转A02版▶

跨区域集中管辖、“三合一”归口审理、统一司法鉴定、打击犯罪与修复生态并重，
我省法院大力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

司法“亮剑”守护绿水青山
砥砺奋进的 年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第十七批
群众举报件已办结47件
第二十七批群众举报件51件，共计82个问题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周晓梦）截至今天，在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的第十七批86
件群众举报件中，经调查处理，已依法办结47件，正在
办理39件。今晚，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
交第二十七批群众举报件51件，共计82个问题。

经核实，第十七批86件群众举报件的办理反馈情
况中，情况属实48件、部分属实32件；情况不属实6
件，按办结统计。

从新移交的第二十七批群众举报件51件来看，群
众反映的问题集中出现在大气、水和噪声等污染类型
上，分别为25个、22个和11个。

据统计，截至9月6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省移交的二十七批群众举报件共计2055件，共涉及
3351个环境问题，按类别排序，大气污染892个、水污染
793件个、噪声污染529个、生态问题414件个、扬尘污染
205个、垃圾污染169个、油烟污染145个、土壤污染68
件个、粉尘污染7个、重金属污染5个、其他污染124个 。

此外，《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一览表（第17批）》全文内
容可在海南省政府网站、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网
站、海南日报客户端等网
站上查看，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获悉。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扫码看《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
情况一览表（第17批）》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金昌
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
展公益诉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充分认识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工作对于促进依法行政
和法治政府建设、维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
意义，积极支持和配合检察机关依
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通知》指出，检察机关依法开
展公益诉讼，旨在充分发挥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
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
会公共利益。全省各级党政机关要
为公益诉讼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执行《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
定》，不得插手、干预公益诉讼，同时
应当积极支持检察机关排除、抵制
公益诉讼的不当干预，将相关情况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检查内
容和党政班子实绩考核指标体系。
各有关行政执法单位要完善行政信
息共享机制，向检察机关开放行政
执法信息和数据库。要加强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的保障力度，将所需费
用纳入财政预算。

《通知》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
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
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
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
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职
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
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
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通知》强调，各级行政机关要
高度重视诉前检察建议。收到检察
建议后，要对照检察建议全面自查，
对确属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行使职
权的，应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或者纠
正违法行为，不应以各种理由推托、
延迟落实和反馈。检察机关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被诉行政机
关要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做好应诉
工作，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
依据，不得拒绝或者无正当理由延
迟答辩举证。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干预公益诉讼

■ 本报评论员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
对于海南来说有着更加特殊的意
义。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
全力支持我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
讼。这标志着全省上下同心，为保
护公共利益筑起一道“钢铁防线”。

一直以来，在上述四个领域，危

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但是
这些不法行为往往只受到行政处
罚，极易死灰复燃。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为预防这些不法行为提
供了“司法利器”。对这类不法行为
来说，在行政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被
检察机关起诉，面临巨额赔偿，一定
程度上给不法行为人带来威慑效
果；对于一些热爱公益的社会组织
或个人来说，有检察机关这个坚强
后盾，可以增强他们继续从事公益
事业的底气；对广大群众来说，解决

侵犯身边公共利益的问题，多了一
种有效的方式。

公益诉讼对于行政机关也显得
尤为重要，它是促进依法行政、严格
执法的“助推器”。根据《通知》，行
政机关只有在接到检察建议后仍
不依法履职情况下，才会被诉至法
院。这说明公益诉讼制度的最终
目的并不是为了将行政机关送上

“被告席”，而是借此倒逼行政机关
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及时保障公
共利益免受侵害。所以，从这个角

度来说，各有关行政执法单位不妨
把公益诉讼看作是对自身工作的
一个监督手段，应更加主动作为、
依法履职尽责。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提起公
益诉讼，涉及面广，离不开各部门间
协调配合。我们相信，这个《通知》
必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把公
益诉讼工作开展好，把公共利益维
护好。

唯有这样，美好新海南建设之
路才能更加通达宽广！

用公益诉讼守护好公共利益

本报那大9月6日电（记者易宗平）记者今天从儋
州市相关部门获悉，儋州系列重点项目建设连年保持
增势。1月至8月，儋州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132.46
亿元，同比净增逾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投资量达
119亿元，占总投资量的89.8%。

如何持续引领儋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儋州不断打造发展战略的升级版。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我们必须站
在新的历史维度，立足儋州实际，以实施‘双新’发展战
略不断丰富和拓展发展思路，优化完善区域布局。”儋
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儋州将在原来“一市双城三区四
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围绕“一个中心、两个战略、三
个支点、四个区域”的战略构想，加快推动儋州科学发
展，扛起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儋州担当。

据介绍，儋州“一个中心”，即加快建设海南西部
区域中心城市；“两个战略”，即实施新兴增长极、新
型城镇化“双新”发展战略；“三个支点”，即努力把儋
州建设成为海南西部区域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社会
服务中心；“四个区域”，即根据儋州市各地区的经济
基础、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将全市划分为四大区
域，即以那大镇为中心的社会综合服务区、以白马井
镇为中心的滨海国际旅游开发区、以木棠镇为中心
的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区、以雅星镇为中心的热带高
效生态农业示范区。

拓宽发展思路 优化区域布局

儋州着力打造
发展战略升级版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6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
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各领域
交往与合作继续推进。两国外交安
全团队和经济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双
方正在筹备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
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方重视
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希
望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

成功。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保

持密切沟通、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加强协调十分重要。我期待着年内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习主席再
次会晤。

两国元首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
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
坚定不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同时，

我们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
坚持和平解决的大方向，解决朝鲜半
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
综合施策，积极探寻长久解决之道。

特朗普表示，美方对当前朝鲜半
岛形势的发展深感关切，重视中方在
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加强
同中方的沟通，尽早找到解决朝鲜半
岛核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开栏的话：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本报今起
推出“砥砺奋进的5年——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迎接
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充分展示我省各地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神面貌。敬请读者
关注。

“2017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今日启幕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杨艺
华）作为广大车商与车迷每年金秋时
节期待的“汽车盛宴”，2017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金秋车展将于9月7日至10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车
展将以“共享·共赢”为展会主题，展示
汽车工业科技创新成果，引导绿色环
保低碳汽车消费潮流。

作为“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之
一，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已成功举办10
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180万人次，售
车近3万辆，成交金额达40多亿元。
据了解，海报集团2017金秋车展启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A、B、C馆及开幕
式大厅共4个展馆。

今年，海报集团2017金秋车展将
继续发挥汽车市场风向标的作用，推出
众多特色主题活动：购车有优惠“大放
价”、“观车展、看豪车、赢大奖”门票大
抽奖、炫酷无比的汽车特技表演、网红
明星现场直播、“车模”T台走秀、本土明
星及知名乐队现场演奏，为海南消费者
提供一场汽车文明展示与汽车交易的
盛宴。

(相关报道见A04版)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迎接党的十九大 特别报道

(儋州篇见A06/A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