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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党委（党组）书记访谈

关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2艘船舶非法盗采海砂
6000多立方米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扛起三亚担当 深化改革开放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三亚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委七
届四次、五次全会的部署，把推进‘在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专题活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要
求，创新活动载体，围绕主题学思践
悟，推动专题活动与全市中心工作有
机融合、同频共振。”5 日，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将以活动的良好成
效推动三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扛起三亚担当。

学深悟透，筑牢思想基础
专题活动开展以来，三亚设立专
题活动办公室，三亚市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活动方案，明确 10 个方面内容，
每项工作均列出任务清单、责任单
位、时间节点、工作要求；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调研”活动以及党支部、村
（居）、主题班会全覆盖宣传工程，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落实“两个坚决维护”，筑牢党员
干部思想基础。
“我们抓研讨学习，深入调研，让
专题活动更好地结合本地实际，提高
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在三亚落地生根。
”
严朝
君说，
三亚积极创新活动载体，
探索建
立夏日百货、中信南航大厦等 5 个商
圈楼宇党支部，发挥基层党组织坚强
战斗堡垒作用；组织有针对性的主题
活动，
开展推进支部规范化建设、
选树
先进典型、主题党日活动等 7 个专项
活动，
确保专题活动取得实效。
“活动中我们强化督察督办，重
视抓问题整改。”严朝君表示，将专题
活动开展情况纳入三亚基层党建巡
查，全市成立 5 个督导组，对各参学
单位严督实导，压实责任，每月“一查
一汇报”，各级各部门结合中央巡视
和省委巡视反馈意见认真查摆问题，
建立问题台账，抓好各项整改工作，
实行台账销号制度。

担当实干，推动工作落实
连月来，三亚把开展专题活动与
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相结合，各级党员
干部对标国际标准，主动作为，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百日大招商活动、社
会文明大行动、创文巩卫、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建设、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
区建设、三亚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
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先行区建设等
工作中奋勇争先。
“百日大招商中，大家争相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上门点对点招商，真
诚热情为企业服务。”严朝君透露，三
亚瞄准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和行
业领军企业，大力引进符合产业发展
需求的企业落户，重点项目招商目标
企业共入库企业 167 家，
“走出去”招
商“请进来”洽谈企业 85 家，45 家企
业总部或区域总部、板块总部意向落
户三亚，11 家总部企业已落地，京东
集团电商区域总部、国美集团泰达物
流集散中心、中船重工物贸总部等企
业已开展业务，
招商成效初显。
为用好中央赋予海南的优惠政
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亚着力
发展总部经济，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
“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点
定位、三亚特色’，编制完成《三亚总
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规划纲要》，组
织召开国际专家研讨会，开展该区域
的城市设计暨概念性建筑方案国际
征集工作，9 月 9 日将完成规划国际
方案评审。同时，广大党员干部率先
垂范，加快阳光海岸、月川、抱坡、海
罗等棚改旧改，为项目启动腾挪土地
空间。
”
严朝君说。

案件涉嫌入刑，
已正式移交海警部门

“为更高标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传，积极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扎实
化，三亚突出产业支撑，扎实推进脱
开展好专题活动。
贫攻坚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专题活动旨在提高各级党委政
严朝君说，三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
府的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
作，市四套班子每人“认领”一个贫困
效。”严朝君说，对标国际旅游消费中
村，633 名帮扶责任人扎根一线真心
心先行区建设的目标，三亚力争引进
帮扶。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力促
乐高乐园、hello kitty 乐园、尼克动
乡村振兴，坚持“政府+村集体+农
漫等高水准主题乐园，发展文体旅
户+企业”的合作模式，注入产业，加
游，办好第二届国际音乐节，做好第
快建设博后、西岛、藤海、文门等一批
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等重大活动的
示范性美丽乡村，让乡村更美，农民
筹备工作，推动天涯海角、西岛、亚龙
更富。
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传统景区的
此外，三亚扎实开展中央环保督
升级改造，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深化
察、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工 “四位一体”旅游监管机制，强化明察
作，推进红沙污水厂二期等基础设施
暗访和科技监管，下力气抓好旅游市
建设，完成对瑞吉度假酒店配套游艇
场治理，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到访。
码头用海行为的调查处理，三亚洲际
严朝君表示，三亚将继续深化
度假酒店海上餐厅项目和配套游艇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深入
码头已拆除；从严落实“河长制”，全
调研谋划推进三亚海上旅游合作开
面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开展亚龙湾、
发基地建设、三亚邮轮港口公海游航
三亚湾、凤凰岛等海域的生态修复。
线试点工作，加快三亚向邮轮母港方
向发展；加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
精准发力，推进专题活动
心；优化整合港口资源，加密直达全
久久为功，精准发力。严朝君表
球主要客源地的国际航线，深化教育
示，三亚将严格按照专题活动的主要
领域对外开放，推进建设国家深海基
内容和工作要求，加大督导力度，继
地南方中心，高水平规划建设三亚中
续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整改、正风肃
央商务区、发展总部经济，力争在全
纪，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创建一
省一盘棋的格局下承担更大责任。
批规范化示范党支部，加强舆论宣
（本报三亚 9 月 5 日电）

省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丁式江：

紧扣时代要求 奠定海南发展的科学规划基础
■ 本报记者 孙慧
开展“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是我省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出
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省委七届历次全会精神的
具体行动，对深化“多规合一”改革，
加快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重要而现实
的意义。省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丁式江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要紧扣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对
深化省域“多规合一”改革的新要求，
努力提升规划系统全体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能力水平和奋发有为的精
神面貌，积极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奠定科学
的规划基础，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提供便捷的规划服务。

以活动作为重要抓手
细化任务压实到位
丁式江介绍，省规划委将开展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作
为深化“多规合一”改革以及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抓手，成立专题
活动领导小组，精心组织推动开展
规定动作和特色活动，及时制定并
落实活动实施方案，在 10 个方面精
心谋划 28 项细化实化工作任务，并
逐项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及完成
时 限 ，层 层 传 导 压 力、层 层 压 实 责
任，切实做实做好。
在专题活动中，省规划委各级干
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专题学习
会、自学及外出交流等形式，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和中央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领导小组部署以及省委七届
四次、五次全会精神，确保全体干部
职工学深学透、入脑入心。
今年 7 月以来，通过开展领导干
部带头讲党课、主题征文比赛、自由
贸易试验区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全
省规划系统掀起了创先争优、比学赶
超帮的良好氛围，不断掀起探索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高潮，也为“多规合一”改革
深入推进提供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省规划委还将“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专题活动与即将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机衔接，
与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有机结合，与推进机关党
建规范化建设和机关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相互促进，与中央第十二巡视组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紧扣活
动主题和目标部署开展了系列活动，
做到全员覆盖、人人参与。

坚持问题为导向
全力以赴抓好深化改革
丁式江介绍，自专题活动开展以
来，省规划委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
求，进一步明确“多规合一”改革的新
定位、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坚持
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创新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方
面。省规划委积极向自然资源部沟
通汇报，争取多项支持政策，为我省
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发展旅游
新业态、谋划重大项目等方面提供坚
强的政策保障。
《关于实施海南省总
体规划的决定》
《关于加强重要规划
控制区规划管理的决定》
《海南省总
体规划督察办法》等系列与“多规合
一”相适应的法规政策也相继审议通
过并实施。
在推动形成全省统一的空间规
划体系方面，省规划委要求按照中
央确定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高质量发展要
求来编制规划，指导市县规范开展
实现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目前
有 16 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及洋浦

经济开发区已完成总体规划调整；
引导各市县有序做好城镇、旅游度
假区、产业全区等各类开发边界总
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结
合市县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优
化了乡村开发边界，启动了全省村
庄规划修编工作，力争今年编制完
成 100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行政村）
规划。
构建高效统一的规划管理体系
方面，省规划委以“多规合一”信息综
合管理平台为支撑，积极推动建设项
目并联审批，在全省规划系统推广使
用全数字化报批系统。继续推进简
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省规划委目
前正在将 3 个试点园区“极简审批”
的经验推广至 24 个园区，重点推进
在全国率先推行的以控制性详细规
划取代项目立项、选址、评估评审等
行政审批改革，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
批事项和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力争在
简政放权、提升政府空间管控水平和
治理能力方面取得突破，释放“多规
合一”
改革红利。
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区专项督查
“回头看”和两违专项整治行动等工
作 继 续 深 入 开 展 ，并 取 得 明 显 成
效。省规划委还积极指导海口江东
新区、三亚总部经济规划制定以及
各市县城市设计工作，并加强商品
住宅规划报建省级统筹管控，以及
环岛滨海旅游公路等旅游公共服务

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建设等。

对照新要求
奠定科学规划基础
“科学发展，规划先行。省规划
委将继续按照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高标准高
质量规划建设要求，探索构建高效统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体系，以及
完善系列法规和政策保障，还要继续
加强规划管理和总体规划督察等日
常工作力度，为海南的下一步发展做
好科学规划保障。
”丁式江说。
下一步，省规划委将进一步精准
发力、靶向施策，继续推动重点难点
工作落实落地。一是继续做好总体
规划修编，推动各部门共用“一张蓝
图”，创新建设项目审批新模式。二
是继续完善规划管理法规和政策体
系，以此为保障指导各市县、各部门
严格依据市县总体规划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控。三是继续推动“多规合
一”下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通过极简
审批、项目准入清单等推动生态保护
红线内和开发边界外的存量土地转
型发展和审批提速，减少行政审批工
作量，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
变。四是继续完善“多规合一”信息
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和应用，实现部门
之间数据共享。
（本报海口 9 月 5 日讯）

我省成立联合治超执法机动队铁拳
“治超”
7天查处货车超载21起

本 报 海 口 9 月 5 日 讯 （记 者 良
子 通讯员张日忠）海南日报记者 4 日
从省治超办了解到，近日，我省成立 3
个省级联合治超执法机动队，机动队
开展工作仅一周就查处货车超载 21
起、非法改装 12 起，并对 12 辆非法改
装车辆强制执行切割。
为有力打击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
超载违法行为，更好做到
“全省治超一
盘棋”，省治超办日前成立 3 个省级联
合治超执法机动队。省治超办主任、
省
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刘闯任总指挥，
省
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孙赫任副
总指挥，成员含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省
公路管理局、省道路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和协
调各队开展行动。抽调公安交警部门
和交通路政部门执法人员组建的 3 个
省级联合治超执法机动队，
分东、
中、
西
3 个片区每周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

打击管辖区内非法超限运输车辆。
“为提高执法力度，各队每月调换
工作区域，
并可根据工作需要，
适时组
织市县异地派出执法人员，开展交叉
执法检查。
”据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谢细
仁介绍，省治超机动队重点治理区域
是矿山、水泥厂、混凝土搅拌站、沙场、
石场、港口等，特别是尚未列入政府公
示和监管范围的沙场、石场。省治超
机动队重点治理对象是危化品运输
车、中重型货车等车辆。重点治理货
车非法改装、三轴及以上货运车辆车
货总质量超过限载标准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省治超机动队成立开展
工作一周来，
主动作为，
深入一线督查
调研和执法，有效推动我省治超工作
向纵深发展。
8 月 28 日，联合治超执法机动一
队由队长黎采奋带队，在海口美兰交
警中队了解了有关情况后联合海口公

路局路政科、海口美兰交警中队、海口
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在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火山口、疏港公路进行治超
整治，
共查处货车超载 5 起。
8 月 28 日至 8 月 31 日，联合治超
执法机动二队在队长韦杰的组织和指
挥下，深入三亚、保亭、五指山、白沙、
琼中、屯昌 6 市县开展联合打击货车
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专项治理行动，

暗访 5 家源头企业，并向区域内最大
的搅拌站（为海搅拌站）下达规范装载
通知，共查处货车超载 5 起，扣 5 辆涉
嫌超限超载车，其中 1 辆纳入系统黑
名单。8 月 30 日，三队对屯昌县区域
内非法改装车辆进行摸底排查，经排
查了解，屯昌境内共有 45 辆非法改装
车辆，目前已对 6 辆超载非法改装车
辆进行强制执行切割。

■■■■■

曝光 21 辆违法超载车辆
鲁 RF9196
鄂 S23269
琼 E04758
琼 B11000
粤 K21385
赣 K88800
赣 K15288
琼 C55679
鲁 DC1668
渝 D68486
琼 DF2446

鲁 RE5662
琼 E04992
赣 C5G830
琼 B10660
赣 K81993
赣 K86916
琼 E04825
豫 P6C322
豫 P6E660
鲁 HP2188

万宁对两处非法采砂点
进行生态恢复
本报万城 9 月 5 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鹏）5 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
万宁将
在市、镇同步成立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指挥部，
抓好非法采砂管控，全面排查整改，植树造林恢复
生态。
5 日上午，万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前往礼纪
镇六坡、莲花两处非法采砂、洗砂点现场办公，要
求用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填复水坑，
植树造林恢
复生态。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六坡、莲花两处非
法采砂、洗砂点目前已全部关停，
现场不仅拉上了
警戒线，还立下告示牌，禁止任何人非法开采、出
售砂子。砂场内，工作人员正拆卸抽砂、洗砂机
器，工程车来来往往运输砂子填复水坑、平整土
地。据介绍，万宁林业部门和属地政府将在平整
土地后，种植红椰等树苗，
恢复生态环境。
万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透露，非法采砂、洗砂
行为性质极其恶劣，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
责的责任态度，责无旁贷做好非法采砂整改。针
对以上两处非法采砂、洗砂点，要快速清理砂子，
平整土地，植树造林，恢复生态环境。日常管理
中，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督，严格制定巡查机
制，明确分工，防止非法采砂、洗砂行为复燃。
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万宁非
法采砂面临的严峻形势，万宁将采取强有力措施，
抓好非法采砂问题的整改。同时，万宁将在市、镇
同步成立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指挥部，全面巡
查确定各镇管辖内的每一处非法采砂点，对标台
账，明确问题整改责任领导、措施、任务和完成整
改的时间要求，
全面排查，
严厉打击现有的非法采
砂交易点，深挖利益链、严厉打击
“保护伞”
。

屯昌查处一非法采砂点

制图 杨/薇

九月四日，在澄迈公路分局老城超限
检测站，交警及路政执法人员对超限车辆
进行检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本报海口 9 月 5 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陆建华）5 日 11 时 30 分，在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
察总队“中国海监 2133”
“中国海监 2169”执法船
艇联合看管下，2 艘海上非法盗采海砂的船舶由
琼州海峡西南浅滩海域开至海口秀英港外锚地，
交由海警部门继续看管。至此，省海洋与渔业监
察总队移交的首例非法采砂涉嫌入刑案件依法由
海警部门正式接收，我省实现海上非法采砂入刑
案件移交零突破。
据悉，8 月 31 日 7 时许，根据举报线索，省海
洋与渔业监察总队一举抓获正在琼州海峡西南浅
滩附近海域非法盗采海砂的 2 艘船舶。经查，涉
案船舶“中海 166”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
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31 日 1 时许在琼州
海峡西南浅滩附近海域非法开采海砂，并于 3 时
许在抽满一艘船的海砂后，向停泊在附近海域的
散货船
“德勤 57”过驳海砂。
在抓获涉案船舶后，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与第三方鉴定机构联系，由鉴
定机构派员一同乘小艇登上 2 艘涉案船舶，进行
现场采样、测量。与此同时，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
队联合文昌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连夜对涉案有
关人员依法进行询问，并加班收集案件有关证据
材料。9 月 3 日，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
告》，报告显示，两船砂量达 6000 多立方米。同
时，参考物价部门对该海域海砂价格的最新认定，
涉案船舶所采砂量价值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非
法采矿罪的定案标准。
据介绍，自今年 8 月我省实施打击非法采砂
专项执法行动以来，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周密
部署、研究对策，针对性地采用“短平快”策略，安
排机动性强、隐蔽性好、运动性高、灵活多变的执
法快艇在相关海域日夜蹲守，同时联合市县海监
支大队开展横纵向联合执法。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说，此次
抓获的非法采砂船舶已是该总队近期查处的第
21 艘非法采砂船。这 21 艘船包括在琼州海峡抓
获的 8 艘、在莺歌海等省内其他海域抓获的 8 艘
以及接收海警部门移交 5 艘。此外，海南省海洋
与渔业监察总队还和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
队建立琼州海峡省际联合执法工作衔接机制。
截至目前，已接收广东省海监执法部门向我省移
交的案件 3 宗，有效遏制了琼州海峡非法盗采海
砂行为。

8 月 24 日，联合治超执法机动三
队对分管辖区范围内的货运源头、运
输企业、超限超载车辆途径的路线及
时间地点进行了摸底排查。8 月 29
日，联合治超执法机动三队对澄迈县
金马大道上的超限超载车辆进行了
突 击 整 治 ，在 属 地 路 政 部 门 的 配 合
下，总共查处货车超载 5 起，其中 3 辆
已列入非现场执法黑名单。

本报屯城 9 月 5 日电 （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海南日报记者 5 日从屯昌县政府获悉，屯昌
新兴镇在开展巡查工作时，
发现一处非法采砂点，
并及时依法处置。
该非法采砂点位于新兴镇兴诗村甘枣村民小
组附近的山坡上，属于坡砂开采。采砂点被查封
后，坡地上剩下数个采砂留下的深坑，
周边的草皮
植被皆被破坏。
据了解，在采砂点作业的相关人员已到新兴
镇派出所接受调查，采砂工具已被查扣。同时，执
法人员将已采出的坡沙查封扣没，并依法清运。
屯昌县水务局副局长曾德山表示，屯昌境内
并未开设合法的采砂点，目前全县境内所有的采
砂活动皆属于非法采砂。屯昌县水务局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及时向镇河长办、县水务局、县综合执
法局投诉举报非法采砂活动。
据了解，为解决当地河砂供应紧缺问题，目前
屯昌县政府正在考虑批准两家企业进行合法开采
河砂，
以便供应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