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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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清水湾雅居乐山海间小区附近海域污染严重，沙滩脏乱，
沙滩呈黑色，希望组织专家查找原因并解决。

陵水清水湾雅居乐山海间小区近海域污染严重，沙滩上很多
黑色油渍，垃圾多。举报人认为是新村镇那边的渔排养殖所
排放的生活废弃物及饲料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渔排养殖密
度过大是根本问题所在。

陵水清水湾雅居乐山海间小区近海被严重污染，周边新村镇
渔排生活垃圾、生活粪便直排入海里，今年四五月有一次大规
模的污染，近海被水海藻覆盖，呈黑绿色。海水涨潮，沙滩上
一片水藻、死鱼，生活垃圾。向环保督察部门反映，没得到反
馈，希望政府重视，建议参考黎安镇，停渔转业。绿城南湾小
镇周边有一个污水排沟直排入海里。

办理进展情况

经查，情况部分属实，近海污染不属实，沙滩脏乱、沙滩呈黑色等不属实
整改：开展周边环境清洁。加大对辖区海岸、沙滩的卫生清理保洁力度，责成相关企业落
实责任，加强辖区环境卫生管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当地居民、游客环保意识。

经查，情况部分属实，近海污染不属实，沙滩脏乱、沙滩呈黑色等不属实
整改：开展周边环境清洁。加大对辖区海岸、沙滩的卫生清理保洁力度，责成相关企业落
实责任，加强辖区环境卫生管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当地居民、游客环保意识。

经查，情况部分属实，近海污染不属实，沙滩脏乱、沙滩呈黑色等不属实
整改：开展周边环境清洁。加大对辖区海岸、沙滩的卫生清理保洁力度，责成相关企业落
实责任，加强辖区环境卫生管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当地居民、游客环保意
识。对雨水排水沟，经检测水质符合有关标准。

海洋督察交办件（1-10批）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陵水）

国家海洋督察 进行时 今年前8个月

我省口岸出口金砖国家
食品1527余吨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应黎）记者今天从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今
年1月-8月海南口岸出口俄罗斯、印度、巴西、南
非等金砖国家食品1527.6吨，货值444.98万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151.45%、147.97%，产品主要
有冻罗非鱼片、琼脂、迷迭香等。

据了解，根据金砖国家需求及海南出口食品特
点，海南检验检疫局研究出台支持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发展便利措施，加强源
头质量安全监管，确保产品符合进口国家法规标准
要求，实现了出口质量“零退运”，并出台多项贸易便
利化措施，鼓励海南企业扩大食品农产品出口。

为压缩检验检疫放行时长，海南检验检疫局通
过创新监管模式，实施“六检六放”等措施简化优化
流程，压缩检验检疫放行时长，以出口食品冻罗非鱼
片为例，出口其他金砖四国的抽检比例低至
0.646%，最短检验检疫放行时长仅为一天，有效实
现出口食品的快速验放，实现了口岸通关“零等待”。

为发挥检验检疫技术优势，海南检验检疫局
还通过收集其他金砖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利
用微信客户端、网络平台为企业提供贸易技术服
务；实施“一企一策”“一品一策”等针对性服务措
施，引导企业强化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为企业提供
产品检测、政策帮扶等服务。

海航集团收购
德国哈恩机场正式交割
将与莱法州加强空港物流方面合作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胡茂君）德国当地时间9月12日，海航集团收购
德国法兰克福哈恩机场（以下简称“哈恩机场”）交
割仪式在哈恩机场举行。仪式上，双方签署了哈恩
机场交割文件，海航现代物流集团还与德国莱法
州共同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将在未来继续响应中
国“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强空港物流业务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建设空港物流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包括加强中德贸易及投资信息的共享、
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合作，推进金融、
物流、医疗健康、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的发展。

从去年9月份起，莱法州政府对哈恩机场股
权发布公告进行全球招标。海航集团经过几轮竞
标角逐，终于在今年3月1日正式签署协议，成功
收购莱法州政府在该机场82.5%的股份。经过数
月的审批操作，哈恩机场项目终于迎来最终的正
式交割、成功落地。

哈恩机场位于德国莱法州，距离法兰克福125
公里，是德国政府重要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也是德
国重要的货运机场之一。据介绍，哈恩机场项目的
落地，为海航现代物流在德国甚至欧洲打造智慧
物流网络提供了重要支点。今年8月，海航现代物流
旗下扬子江货航已经开通了西安至哈恩全货运航
线，架起了中欧之间经贸合作的又一条空中桥梁。

海师法学院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法学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将开展法学教学
与研究项目合作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昕）记者今天从海南师范大学获悉，经多轮协商
谈判，海师法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
学院就开展法学教学与研究项目合作达成了一致
意见，正式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从教师交流项目、联合
研究生学位项目、联合研究和教学项目、开发和组
织联合讲座及其他学术活动等方面进行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联合研究生学位项目协
议内容，海师法学院大学四年级达到语言要求的
本科生，可以申请到宾州州立大学法学院攻读法
律硕士，通常学制为一年。

海师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该校法学院国际
化办学和对外交流合作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师生
出国深造进修和学术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
台，有助于推动该校法学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和国际化发展。

据了解，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立于1855
年，是美国“公立常春藤”大学中的一员，在全美公
立大学中长期排名靠前。

截至8月底

全省已颁发
不动产权证书22万余本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
及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筹备工作培训班了解到，
截至8月30日，全省共颁发不动产权证书22.266
万本、不动产登记证明15.1562万份。

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党中央、
国务院研究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事项，也是简政
放权、便民利民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展不动产统
一登记，有利于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
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

据悉，我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自2014年底
开展至今，已有3年多的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效，
目前省和市县的不动产登记局和不动产登记中心
都在平稳运作，对外窗口均可正常办件。此外，根
据《土地调查条例》的规定，国家即将部署开展第
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此项工作计划将于2018
年初正式启动。

受今年第19号台风“杜苏芮”影响，13日下午，三亚降下大雨，市民冒雨出行。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清 摄

陵水大力整治新村港海洋环境

“收网时垃圾没了，
捕的鱼更多了！”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休渔期过后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新
村镇新村港，又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9月3日上午11时许，渔民林芳海
把鱼全部售卖出去后，并没有急着回
家。只见他俯下身来，将地上的鱼鳞清
扫干净……“这是我产生的垃圾，一定要
清理干净才能回去。”林芳海告诉记者。

这种变化，得益于陵水以国家海洋
督察工作契机，大力开展海洋环境整
治。在国家海洋督察组移交给陵水的
群众举报件中，有多件涉及新村镇。
举报件反映居民小区、海边餐厅、海上
渔排等随意丢弃倾倒垃圾，养殖饲料、
生活污水排入近海海域，造成海滩环
境脏乱、海洋环境污染的情况和问题。

接到移交件后，陵水一边整改一
边自查，掀起了海洋环保整治大行动。

渔民王国武告诉记者，现在镇里每
天都会派几艘渔船分时段到每户渔排
人家去收集生活垃圾，当地的渔民一改
以往随手将垃圾丢进大海的习惯，形成
了收集垃圾等待专船运走的新习惯。

“以前撒网捕鱼，收网的时候肯定
会掺杂许多垃圾，现在收网垃圾没了，
捕的鱼更多了！”林芳海告诉记者。

“海水变清澈了，沙滩变干净了。”
这是新村镇居民对环境改变最直观的
看法。 （本报椰林9月13日电）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梁崇平）“这水很清
吧？没处理之前是沾满油垢的餐厨
污水！”近日，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塔市村一海鲜大排档，经营户冯琼珍
说，自从装上这个“净水宝”，每月能
省下约100吨水。

冯琼珍所说的“净水宝”，其实就
是餐饮综合污水治理项目。顺着污
水工程师赵杰的指引，记者在厨房里

看到，污水经过格栅渠、隔油调节池、
中间水箱、生化池、清水池等层层关
卡后，拧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已经
十分清澈。

“出水水质已经达到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赵杰
说，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可以放心地
用来冲洗厕所或地板污垢。他说，这
套设备每天仅耗电1.5度，维护也非
常简单，只需每隔半个月更换一下活

性污泥即可。
据介绍，8月26日，接到国家海

洋督察组关于演丰镇塔市村海岸线
餐饮店疑似违规排污的交办信访件
后，海口市立即联动海洋渔业局、环
保局、美兰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赶赴现
场核查。经排查，目前演丰镇红树林
海岸沿线共有8家海鲜餐饮店。

美兰区副区长杨柳芳介绍，为了
从源头上遏制海岸线餐饮排污，更好

地呵护海岸线环境与红树林景观，早
在2015年起，在海口市海洋渔业、环
保等部门的支持下，经过美兰区多个
部门积极沟通协调，这8家海鲜餐饮
店陆续引进餐饮综合污水治理项目，
目前海岸沿线餐饮店全部实现污水

“零排放”。
“海岸线干净了，红树林长得更

好了，家门口的风景更美了！”村民陈
伟勇点赞道。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见习记
者梁君穷 记者袁宇 通讯员周伟明）
为应对台风“杜苏芮”，海口、三亚等
地纷纷采取措施，组织货源应急采
购，加强蔬菜瓜果调运储备等，应对
台风稳菜价。

目前，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已
加强对价格监测预警，做好蔬菜应
急调运投放工作。同时，为防止菜
价出现大幅波动，集团加大“基本

菜”“一元菜”等惠民蔬菜品种的供
应，确保海口市基本蔬菜品种价格
稳定，市民能买到安全、绿色，价格
实惠的蔬菜。

据悉，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采
取五项措施确保台风天期间蔬菜保
供稳价，组织货源应急采购，加强蔬
菜瓜果调运储备；在分拣、配送环节
严格把关，降低蔬菜的损耗；确保强
降雨天气门店正常运营，做好直营

门店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防范；严把
检测关，杜绝农残超标果蔬进入市
场；开展蔬菜基地大棚施工建设防
风防汛工作，做好台风来临前蔬菜
的抢收工作等。

在三亚，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数
据显示，该市常规监测的15种蔬菜品
种零售均价为2.99元，低于目标价格。

三亚市发改委（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三亚主副食品、叶菜价格

平稳，储备充足，另外有关部门已经启
动台风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组织菜篮
子联盟企业启动备用蔬菜的应急调运，
今天已有146吨蔬菜进港，明后两天均
将调运170吨蔬菜进港，并将根据台风
的实际影响进行投放，确保菜价稳定。

台风期间，三亚还将加强市场巡
查监管，由相关部门互相配合，打击
台风期间借机涨价行为，真正确保蔬
菜价格总体稳定、供应正常。

省公路管理局

确保抢险突击队
人员落实到位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长吉）今天晚上 8
时，省公路管理局召开视频会议，部
署防风防汛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公路管理部门要
明确责任，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要
立即到位；要进一步落实组织机构、
抢险队伍及物资设备；要确保抢险突
击队人员落实到位，保证库存有足够
的抢险物资和设备，做到随时调用。

南方电网海南公司

启动防风防汛
黄色预警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韩海光）今天下午，南
方电网海南公司将防风防汛预警级
别由蓝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警，各
项防范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

南方电网海南公司已加大对
“杜苏芮”可能影响区域的防备，公
司应急办已按照预案开展预警行
动，协调指导南部4个供电局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各供电局各级人
员迅速到岗到位，各类应急救援队
伍进入待命状态。

粤海铁

环岛高铁今日
10时起逐步停运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徐武）记者从粤海铁
路了解到，受今年19号台风“杜苏
芮”影响，粤海铁路对进出岛旅客
列车开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多趟进
出岛列车停运。

海南环岛高铁自 9 月 14 日
10 时起逐步开始停运，10 时前
由三亚始发的 D7310 次、D7312
次、D7314 次动车因车底周转影
响停运。

我省各市县积极配合国家海洋督察组下沉督察工作

实施餐饮综合污水治理项目，从源头上遏制排污现象

海口出实招呵护红树林

组织货源应急采购，加强蔬菜瓜果调运储备

我省多举措应对台风稳菜价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叶媛
媛）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获悉，今年第
19号台风“杜苏芮”（热带风暴级）强度
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13～14级，38～45米/秒），预计于14
日夜间到15日上午从海南南部近海掠
过，也有可能在这一带沿海登陆。省气
象局于今日16时40分发布台风三级

预警。受“杜苏芮”影响，14日～15日
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

海洋方面：预计14日～15日，西
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14日白天
起逐渐增大到10～12级；北部湾南部
海面，海南岛东部、南部和西部海面风
力14日白天起逐渐增大到9～11级，
14日夜间继续增大到11～13级；北部

湾北部海面和琼州海峡风力14日白天
起逐渐增大到8～10级。“杜苏芮”中心
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14～15级。

陆地方面：14日，五指山以南地
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
暴雨；15日，南部和西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北部、中部和东部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预计14日～15日过程累积雨量

三亚、陵水、保亭和万宁等市县150
毫米～220 毫米，琼海、琼中、五指
山、昌江、乐东和东方等市县 80～
150毫米；文昌、海口、定安、澄迈、屯
昌、白沙、临高和儋州等市县40～80
毫米。

省气象局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杜苏芮”或于今夜掠过我省南部近海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陈
雪怡 袁宇 丁平）9月12日至13日，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分成3个小
组前往我省乐东、琼海等沿海市县开
展下沉督察，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各
市县海洋相关工作的汇报。

会上，乐东、琼海等市县主要负责
人详细介绍各市县海洋相关工作的情
况，并具体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薄弱环节。

近年来，乐东黎族自治县通过严

格落实围填海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强
化围填海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围
填海自查整改力度，规范海岸带的开
发、管理和保护，加快推进“蓝色海湾”
整治项目实施等，不断提高“用海”“管
海”“护海”能力水平。截至目前，该县
共收到海洋督察交办件共8件，已办
结7件。接下来，乐东将继续全力配
合好督察组的工作，不折不扣落实督
察组的要求，坚决抓好问题整改，立行
立改、举一反三，同时以此次海洋督察

工作为契机，增强海洋工作责任意识，
推动乐东海洋工作再上新台阶。

琼海市的海岸线长82.3公里，截
至今年上半年，开发利用岸线29.6公
里，自然岸线保有率64%，高于全省
约8个百分点。在坚持合理利用开发
海洋资源的同时，近年来该市持续加
大海岸线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包括多措并举加强围填海执法，认真
落实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等。截至9月
11日，该市共收到海洋督察交办件共

11件，已办结7件。下一步，琼海将
以问题为导向，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同
时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和反馈意见，
立行立改，举一反三，在积极整改落实
的基础上，加快形成长效机制，促进海
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督察组提出，各市县要如实反映
情况，不要回避，也不要夸张，对督察
组要求调阅的相关资料，要全面、真
实并及时提供；要切实整改落实，坚
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对转交的问

题线索，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要积极做好宣传工作，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通过舆论发现问题，促
进问题解决。

各市县表示，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海南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
正确理解、准确把握海洋督察工作
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使命感配合督察组共同做好海洋
督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