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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督察 进行时

注：本报将陆续刊登我省各沿海市县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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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主要内容

万宁市日月岛填海导致海水质量变差，海滩减少。

反映和乐镇港下村电焊厂延伸至大海里砌石墩造成周围环境
恶劣，灰尘满天飞。

反映东澳镇沙滩烧烤多，垃圾排放过多。

反映万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臭气、渗滤液污染环境。

办理进展情况

经查：部分属实。未发现海水水质严重变差的情况，日月湾附近海滩面积总体增加，部
分区域出现减少现象。
整改：配合执法部门做好案件查处工作。月岛项目待完善有关手续办理后方可复工，对
月岛已完成的填海面积进行测量，严格控制填海范围。相关公司落实生态补偿、岸滩整
治修复、日岛工程海洋环境影响后评价、海洋环境监测等各项海洋环保措施。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对该经营者翁时强说服引导，配合执法部门拆除电焊店，并对场地进行清扫和
清理。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对沙滩及其附近海岸的垃圾进行清理。全面清理沙滩烧烤摊点。对全市海岸带
卫生环境进行排查。

经查：情况部分属实。
整改：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恢复生态环境。

海洋督察交办件（1-10批）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万宁）

本报海口9月 12日讯 （记者
陈雪怡 特约记者邓韶勇）今天，国
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向我省移
交第二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计
3件，主要涉及陆源排污等内容。
省海洋督察分办组已将第二十批
交办件分发至海口市、三亚市、儋
州市。

今天，收到移交的第二十批交
办件后，针对有交办件反映“海口
市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沿海地，有
部分当地渔民的养殖污水未经处
理，直排入红树林，流入海里，不仅

破坏红树林自然生态环境，海里生
物也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海口
市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
入现场，对保护区沿海地养殖塘及
其直排污水的基本情况进行核
查。经调查，东寨港保护区生态保
护红线外 200米范围内分布有养
殖塘 8600亩，大多数是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挖的养殖塘。周边群众
在平时的生产经营养殖过程中，有
时会将不经处理的污水排入保护
区内，对保护区红树林及其生态系
统、海洋生物造成一定影响，其影

响程度待进一步进行检测和调查
处理。

三亚市、儋州市也第一时间组
织相关部门就交办件内容进行分工
部署，并赶赴现场对交办案件基本
情况进行初步核查，要求认真调查
核实，积极整改落实。

同时，针对第十九批交办件
的深入跟进，三亚市相关部门确
认崖州中心渔港现场发现的部分
建筑垃圾主要是石块，是建设环
村公路所遗留的建筑垃圾，已责
令施工队限时清理，同时由崖州

区政府安排人员加强巡查。此
外，有4艘渔船在港区内拆解，部
分废品没有及时清理，已督促船
主限时拆解，尽快清理干净所有
废品。

三亚市海洋监测中心还提取
了崖州中心渔港港区内的海水水
样做检测，检测结果为三类水质，
符合港口海水水质标准。接下
来，三亚市将督促崖州区政府做
好属地监管工作，并督促港湾公
司加大巡查力度，做好常态保洁
工作。

国家海洋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二十批交办件

《群众信访
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
览表（第23批）》

关注中央环保督察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晋）昨天，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控
股）召开大研讨大行动活动研讨会，
海南控股全系统围绕“建设美好新
海南的发控担当”这一主题展开热
烈讨论。

据了解，自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
动开展以来，海南控股紧跟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要求，成立了7个调研
组，交叉深入到系统内部各子公司进
行了两轮调研，重点从打造国有资本
投资和运营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提
质增效，加强党的建设、落实从严治
党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
18个具体问题着手进行深入调研和
研讨。8月中下旬以来，海南控股还
在“深入下面”的基础上“走向外面”，
先后走访了十余家央企及外省对标
企业，形成了25篇调研成果，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公司提质增效改革三
年行动方案。

会上，大家纷纷围绕如何将海南
的绿水青山通过创新商务模式变为
金山银山这一题目献计献策。大家
认为，海南控股最应该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体现责任担当，吸引民间资本和
央企，打通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
渠道，共同投资建设美好新海南，使
海南的美丽乡村成为“候鸟”的度假
鸟巢、旅游的圣地和农民增收的重要
来源。如，海南控股既有的水务和清
洁能源大环保产业板块可以在海南

“百镇千村”建设中大有作为，并扩大
全省各地就业机会；海控开发、地产
集团、鹿回头旅业承载着产城融合、
带动区域协调开发、造福一方的重
任；海南金控致力于普惠金融，通过
天使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打造服务
于各个行业的基础端，同时积极拓展

要素市场尤其是农村产权市场，使资
源配置更加合理。

会议还认为，海南控股应继续发
挥衔接央企和地方国资的主力军作
用，对上引入央企落地合作，对下与
市县共享发展，对内与省内国企交
流。同时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有
所担当，深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
业绩考核制度改革和激励机制制度
等三项改革，加快资本证券化和混合
所有制试点。

目前，根据省国资委的总体部
署，海南控股已选定了旗下水务集
团、天汇能源、海南金控、海金宜创、
海控资本5家公司为资本证券化培
育对象。未来，海南控股将积极引进
战略投资者，完善治理，激发活力，全
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力争3-5年完
成挂牌上市，实现证券化目标。

借力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海

南控股还推动解决了一批重点难点
问题，如红岭灌区项目投资已完成
70%，有望于2018年实现功能性通
水；海南控股与中海油、中国人寿、中
盐集团等央企的合作项目也都已落
地，获得极大进展。

海南控股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
年，海南控股经营性利润逐步增加，
资本结构日趋合理，改革转型取得了
初步成效。下阶段将认真总结分析
调研成果，借力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
动，加快推进公司转型升级、按照“传
统产业打底、新型产业驱动，资本投
资与产业运营并举”的路子，做大做
强已有的产业板块，培育战略性新产
业，以实业的运营做为稳定器，按照
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对海南控股
的新的定位和期望，最终转型为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扛起建设美好新
海南的国企龙头担当。

海南控股积极谋划转型升级

做强已有产业板块 培育战略性新产业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周
晓梦）截至12日，在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的第二十三批
62件群众举报件中，经调查处理，已
依法办结37件，正在办理25件。

经核实，在实际办理的62件群
众举报件中，情况属实30件、部分
属实24件；情况不属实8件，按办
结统计。

此外，《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

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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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扫描二
维码获悉。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
第二十三批群众举报件已办结37件

我省部署
国庆旅游市场综合监管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赵优）今天上午，海
南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海口
召开，全面部署国庆假日旅游管理和旅游市场综合监
管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在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方面，要优化旅游
消费环境，明确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责任，全面开展假日
旅游市场检查，加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监管，加大
对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强迫和变相强迫消费违法违规
行为的监管和查处，重点打击支撑不合理低价游的旅游
购物点、旅游景区景点以及旅游潜水、夜游等特种旅游
项目的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出租车、酒店、海
鲜排档的价格管理，大力整治回扣拉客、私家车拉客等
影响旅游消费环境的行为。

据了解，9月27日—10月8日，省旅游综治办将
组织由省旅游、工商、公安、物价、食药、渔业、交通、安
监、民宗、国税、地税等部门组成的6个综合督查指导
组，深入市县检查指导、督查督办、明察暗访当地旅游
市场和旅游厕所，及时发现问题，依法从快从严查处。

副省长何西庆出席会议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国务院安委会第24督查组
到我省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综合督查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余志荣
实习生王靓婷）今天上午，我省迎接国务院安委会第
24督查组到海南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会议
在海口举行。会上，国务院安委会第24督查组组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京华，副省长李
国梁分别作讲话。

阎京华指出，开展综合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这次综合督查是大检查第
三阶段的重点工作，是大检查整体工作中承上启下的
重要一环，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
全生产环境的重要举措。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安
全生产大检查要坚持“三个结合”，严格落实“五个一
批”，以开展综合督查作为推动大检查取得实效的有力
抓手。这次综合督查，要有效督促各地区进一步查缺
补漏、强化措施，推动各类问题和隐患整改，改进和提
升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李国梁表示，海南省委、省政府将安全生产大检查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进行部署，省委书记刘
赐贵、省长沈晓明对做好迎接督查工作分别作出了重
要批示指示，要求各市县、各部门主动配合，接受安全
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整改存在问题，消除隐患，营造
平安和谐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各市县、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坚决服从、积极配合
督查组的工作安排，主动加强与督查组沟通衔接，实事
求是、及时准确地向督查组提供所需的各类文件、资料
和数据，用端正的态度、真实的情况迎接督查。

会议结束后，督查组成员下午随即前往海口新海港
等地，重点督查检查有关部门工作责任和措施落实情况。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孙
婧）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海南
受理群众举报件工作结束，但我省对
群众举报件的整改反馈，以及对生态
环保领域的责任追究没有松懈。记
者今天获悉，海口市纪检监察部门日
前就6个群众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典型问题开展追责。此
外，海口市7家单位因未按照规定时
限上报督察材料，导致中央、省、市环
保督察工作被动，负责人被海口市纪
委集体约谈。

对群众举报的“海口市美兰区金
水门3家海鲜酒楼偷排污水、占用河
道经营”的问题，经查，海口市水务
局、市水政监察支队、市环境监察局、
美兰区人民政府、美兰区环保局等相
关单位及部门，在1998年至2017年
间对3家海鲜酒楼经营审核把关不
严、监管不到位，导致这3家酒楼长
期违规占用河道、违规排污，且存在
妨碍防洪泄洪的安全隐患。今年8
月，海口市水务局副调研员李茂、市
水政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洪一江、市三
防办原办公室主任陈辉被责令书面
检查并通报批评；市环境监察局局长
曾晖、副局长何启渊、法制科科长陈

明东，市水政监察支队支队长薛根
雄、副支队长陈海龙，市三防办指挥
部原办公室副主任曾维英，美兰区副
区长杨柳芳，区环保局原局长秦立
双、副局长叶海京、审批办主任吴夏
思，区三防办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徐清
安，新埠街道司法所所长肖宇被诫勉
谈话、通报批评。

关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旺石材
加工厂等多家企业非法运营”的问
题，经查，2015年至2017年，秀英区
海旺石材加工厂及其邻近13家企
业，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非法持续
经营近两年，造成噪声、粉尘、废水
污染。在监管、执法工作中，相关工
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对此，负有
监管职责的秀英区环境监察局局长
翁秋雪、副局长李柏董，区环境监管
网格员王修孟被责令书面检查；区
环保局局长王德进、区国土资源执
法大队大队长卢业民、永兴镇副镇
长吴涛、区城管执法大队原中队长
高弟，因在监督执法工作中收受他
人现金，被立案审查。

群众举报的“海口市龙华区金盛
达商城偷排污水、粉尘造成环境污
染”问题，因龙华区环境监察部门和

属地管理的城西镇政府工作人员履
职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处理该企业
的环境污染行为，导致金盛达商城偷
排污水和无组织排放粉尘污染环
境。9月6日，龙华区城西镇副镇长
林少群被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龙华区环境监察局局长王天福被党
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龙华区环境
监察局监察二科科长黄照辉被行政
记过处分。

在“海口市秀英区永烈山石材
加工场毁林采矿”的问题上，经查，
秀英区石山镇政府对永烈山林地管
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组织巡查制止
不力，秀英区农林局、秀英区国土资
源执法大队对永烈山石材加工厂毁
林非法采矿行为打击不力，造成毁
林面积达61.8亩。8月28日，石山
镇林业站原站长王达、石山镇林业
站站长吴清发、秀英区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刘晓华、秀英区国
土资源执法大队矿产中队尤文彪被
诫勉谈话，并通报批评；石山镇原分
管副镇长王程、石山镇农业服务中
心主任陈大江、石山镇委委员韦世
杰被诫勉谈话。

对群众反映的“海口市美兰区大
致坡镇辖区内非法采石”问题，经查，
美兰区大致坡镇、区国土资源执法大
队以及所属村委会，对私人非法采石

行为监管不力，导致辖区内崇德村、
咸来村私人非法采石总面积266.25
亩，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对此，
大致坡镇副镇长郭贻跃、杨于森、区
国土资源执法大队队长徐清运等3
人被诫勉谈话，并通报批评；大致坡
镇崇德村党支部书记曾传静、咸来村
党支部书记吴坤平、咸来村党支部原
书记冯学智等3人被立案审查。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群众举报
“海口琼山建筑材料厂生活区污染南
渡江周边环境”的问题后，涉事材料
厂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未在规定时间

内对问题进行整改。8月24日，该材
料厂党委被“责令书面检查”问责。

另外，还有海口市美兰区政府、
市卫生局、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
局、市规划局、市商务局、市交警支
队、市城建集团等7家单位，因未按
照市环保督察协调联络组规定时限
上报督察材料，直接导致海口市向
中央环保督察组汇报时间延后，影
响了中央、省、市环保督察工作进
程，被点名通报批评。8月25日，海
口市纪委对以上7家单位主要负责
人集体约谈。

就6个群众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问题

海口市问责多名干部
此外，因未按规定时限上报督察材料，7家单位负责人被市纪委集体约谈

移动监督提高效率
检测数据即时监控
◀上接A01版
我们现在要求工地要在10分钟内完成抽检材料的取
样和见证，检测机构对样品的检测信息会即时上传到
平台，可有效遏制检测机构出具虚假试验报告，或第三
方伪造检测机构试验报告等行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雷介绍说。

“现在全省已有1959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到信息
平台上，这些项目都要逐步采用‘互联网+’监管模式，
提高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监管效率。”陈雷介绍，采用“互
联网+”监管模式，可实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移动办公、
移动监督、实时通信、整改推送以及关键岗位的远程查
岗等主要监督业务，在不增加监督人员数量、不增加企
业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做到管理有标准、执法有依据、
处罚有证据，有效地提高了监督工作的频率和效能。

下一步，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将继续
创新监管模式，以互联网思维探索工程质量治理的长
效机制，提升工程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向海南建筑市
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信息化监管
的目标迈进，为我省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嘉积9月12日电）

相关新闻

海口观澜湖要建
NBA篮球训练中心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王黎刚）5届总冠军、
18次入选全明星的前NBA球星科比·布莱恩特今日
到访海口，见证观澜湖集团和NBA中国结为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观澜湖集团和NBA中国将在海口设
计、建设和运营NBA篮球训练中心。NBA互动体验
中心和专卖店也将落户海口观澜湖。

海口观澜湖NBA篮球训练中心将面向从入门级
到职业级的男女青少年球员开放。训练中心将于今年
开工，计划于2019年全面投入使用。

副省长王路出席了签约仪式，并为双方的合作揭幕。
海口观澜湖NBA篮球训练中心将建6片室内篮

球场和专业水准的配套设施。观澜湖集团负责训练中
心的设计和施工建设。NBA中国负责运营工作，为
NBA篮球训练中心派遣NBA教练，并编纂和安排篮
球训练课程。NBA现役和退役球员也将到访培训中
心，指导青少年球员的训练。

NBA中国与观澜湖集团将在“观澜湖新城”共同打
造NBA互动体验中心和专卖店。NBA互动体验中心和
专卖店由一个多媒体NBA互动展示区和一家NBA专卖
店组成。球迷可以在这里感受NBA联盟的历史文化，还
可购买包括球衣、球迷服装、篮球等NBA授权产品。

（相关报道见B07版）

文昌整治
清澜港湾环境卫生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见习
记者张期望）文昌市收到的海洋
督察交办件中，有群众反映清澜
渔业码头至白头尾码头的海鲜市
场旁的海湾里垃圾成堆，臭气熏
天，海水退潮时成黑墨色等相关
环境问题。接到举报件后，文昌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文昌渔
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清澜海事局
和文城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迅
速行动，集中整治环境卫生问题。

“为了彻底整治清澜港湾环
境卫生，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站还专门组织了两个卫生组，每
天8小时在码头不停地打扫卫
生。”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
长张智说，一个负责渔业码头上
的清洁卫生，一个负责港湾海域
清洁，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渔民
自觉爱护海洋卫生环境。除了日
常清扫，文昌市还专门制定了清
澜港渔业码头和环球码头上海鲜
加工店污水排放问题整改方案，
并组织人员集中整治环球码头周
边环境卫生。

文昌市副市长吴宗森介绍，
文昌在处理收到海洋督察交办件
的同时，还制定了《文昌市海洋环
境整治联合执法工作方案》《文昌
市水产养殖废水整治专项工作总
体方案》《文昌市开展打击非法开
采海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专
项行动方案，切实维护好文昌海
洋生态环境。

“海口—菲律宾”
外贸集装箱航线首票
进口货物运抵海口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耿伊潇）今天中午12
时，“海速2”货轮满载集装箱进靠海
口秀英港20号泊位，“海口—菲律
宾”外贸集装箱航线首票进口货物
运抵海口，标志着该外贸集装箱航
线首航顺利完成。

据悉，本航次共有68个20英
尺集装箱、77个40英尺集装箱和5
个空集装箱，总重量3412吨，商品
种类有椰果、椰子、改性淀粉、木薯
淀粉和刨花板等。

为支持新航线顺利运行，提升
航线运行效率，海口海关在保障监
管有效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简化船
舶进境监管手续，利用视频监控、电
子信息联网等科技手段打造监管新
摸式，全程监卸货物进入海关监管
区域，为货物第一时间报关创造有
利条件。开通航线报关专用通道，
指定专人跟踪负责货物报关、查验
相关流程进度，确保通关便捷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