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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重拳打击非法采砂，创新模式保障河砂产供，建立治砂长效机制

铁腕治砂还清流

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万泉河水清又清》让海南岛第三大河
——万泉河为人所熟知。近年来，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琼海及周边市县
对河砂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万泉河作
为琼海河砂的主要来源地，河段非法
采砂现象严重，给河道水环境的管理、
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

琼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打
击整治非法采砂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为确保打击整治非法采砂行动顺利实
施，制定了《琼海市综合治理河道采砂

行动方案》，并成立市综合治理采砂工
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双
组长，分管副市长及公安局长分别担任
副组长，各行政职能单位、各级镇政府
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明确任务
目标，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
施，提出具体要求。

琼海市纪委出台了10条问责规
定：凡是党员领导干部，一旦发现有

“违规转包、拍卖、审批河砂资源等利
用职权为非法采砂人员提供帮助；参
与、入股非法采砂活动；幕后勾结非

法采砂不法分子，充当‘保护伞’；跑
风漏气、说情打招呼、干预非法采砂
线索处置”等问题的，坚决严肃查处，
绝不姑息。

此外，水务部门将查扣的非法采
砂设备依法进行拍卖、报废处理；公
安部门出动大量警力，对非法采砂行
为、为非法采砂提供作案工具的行为
以及组织非法采砂及购买、囤积、销
售河砂的幕后老板等进行严打；检察
院、法院对一些典型违法案件进行快
捕、快审、快结、重判……多个部门联

动，布下了天罗地网，成功地在短时
间内遏制了琼海市一度猖獗的非法
采砂行为。

2016 年 12 月以来先后出动巡
查力量 18592 人次，出动警车 4670
辆次，出动巡逻船 583 艘次；取缔
非法采砂点 103 个，清理非法堆砂
点 115 个，销毁中小型非法采砂船
和浮台 200 多艘；查扣涉嫌盗采河
砂车辆 75 辆；注销或变更 72 张涉
及河砂的营业执照；土地复绿约
900亩。

多部门联动 | 重拳打击非法采砂

2017年5月初，琼海市建立了双
总河长模式来领导推动河长制工作，
分别由琼海市党政一把手担任第一总
河长和总河长，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立
了副总河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同
时，由5位市领导分别担任琼海市第
一批河湖分级名录中13条河流的市
级河长，各镇镇委书记或镇长担任13
条河流的镇级河长。

随后，琼海市又建立健全《河长制
会议制度》《河长制工作督查制度》《信
息共享制度》等三项制度及《河长工作
考核办法》《工作验收办法》《工作信息

报送办法》等三项办法，为推行河长制
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就这样，琼海多
头治水变成了“一水一家长”。

同时，琼海建立并完善打击非法
采砂巡查机制，采取水巡与陆巡相结
合、地毯式排查与滚动摸排相结合的
方式，对万泉河石壁镇、龙江镇、万泉
镇河段主干及内河支流等非法采砂活
动频发区域，常态化开展24小时巡
查，对盗砂问题突出区域强化定点值
守，在疏浚点专门设立警务室，形成打
击非法采砂的高压态势，确保打击管
控到位。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属地
协同”的原则，琼海市公安、水务、国
土、属地镇政府等部门沟通协作，不定
期开展联合执法，切实形成打击整治
非法采砂的强大合力。琼海市水务局
水政执法组负责人回忆：“过去，执法
组只有3人左右，就算24小时都守着，
也只能守3个点，万泉河这么长，光靠
水务局、国土局几个人执法，怎么可能
守得住？”

而现在，河长上岗，非法采砂大
变样。最近，嘉积镇温泉村村民王
某某刚刚把采砂设备卖了，到一家

工地从事门卫工作：“之前确实有非
法采砂，执法人员来我们就停工，他
们一走我们就开工。现在不行了，
每个河段都有河长，时刻盯着，一有
非法行为就抓，加上非法采砂确实
破坏环境，我就不干了。”

琼海市水务局负责人介绍：“河长
制落实以来，打击非法采砂工作成效
明显，可以说，琼海市已经基本没有非
法采砂现象了，就算有部分村民依靠
人力少量挖砂自用，也会被及时发现、
制止、取缔。”

（本报嘉积12月19日电）

推行河长制 | 建立治砂长效机制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在琼海龙江
镇的万泉河采砂疏浚点看到，采砂
船只正在作业，一辆辆印有数字编
号的运砂车来来往往，每辆载着河
砂的卡车都用帆布盖住车斗，确保
运输中砂石不洒落、不滴水，不对环
境造成破坏。

琼海市龙江镇镇委负责人说，为
保障正常河砂供应，琼海对部分河道
进行疏浚，明确琼海市城投公司是河
道疏浚采砂唯一合法的业主单位，要
求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在
规划范围内进行开采，开采的河砂销
售所得全部上缴国库。

距离龙江镇万泉河采砂疏浚点

20余公里，是泮水河砂销售点。嘉
积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年初，
嘉积镇接管河砂的销售工作后，不
仅加强对各河砂销售点销售秩序以
及内部人员的管理，还大胆改革、大
胆创新，摸索出一条符合老百姓利
益和社会效果好的管理模式——预
约购砂。

据了解，排队登记预约为一次
性；排队登记预约采取自愿原则，泮
水、大坡、万石、阳江四个河砂销售点
只能选一个；购砂司机不能早来影响
秩序，也不能迟到。预约购砂管理模
式大大提高了河砂销售效率。过去，
一个河砂销售点一天可以卖出 150

车河砂，推广新模式后，一天可以卖
出350车河砂。

正在购砂的司机陈学保指着腿上
的水泥，笑着说：“过去，购买河砂车辆
排队过多，等待时间过长，有时候，一
天时间都耗在这里。现在好了，像我
今天的预约时间是下午5点至5点半，
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安排。”

琼海市水务局负责人介绍，琼海
创新“治砂”模式，在管理上，按照“统
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运输、统一堆
放、统一使用”的河砂产供新模式，实
行定点开采，严格控制开采总量。

目前琼海的非法采砂早已得到
遏制，治砂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

支持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认可。今年
以来，琼海市河道疏浚采砂销售收
入过亿元。“疏浚采砂收入大多数用
于万泉河流域生态修复和美丽乡村
建设等项目，让群众共享综合治砂
成果和生态红利。”琼海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疏浚采砂的投入基本
稳定了河砂市场，有力保障了琼海
美丽乡村建设、琼文高速公路琼海
段建设、万洋高速公路琼海段建设、
六大扶贫工程、博鳌机场二期建设、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重
点项目用砂，确保重点项目的建设
进度，也基本满足了农村群众及建
设市场用砂需求。

管理新模式 | 创新保障河砂产供

琼海市嘉积镇温泉
村距离万泉河约 150
米，60多岁的村民何君
浓怎么也没想到，现在居
然养成了在潭里游泳的
习惯。“过去，附近非法采
砂严重，河水浑浊，根本
没法游泳。现在河水又
恢复了洁净。只要天不
冷，下河游两圈，非常舒
畅。”何君浓说。

万泉河的改变，得
益于琼海市治理非法
采砂工作。为打击整
治万泉河非法采砂行
为，保障河道行洪安
全，维护河道生态环境
安全，自2016年 11月
开始，琼海在全市范围
内部署开展打击非法
采砂行动，琼海市公安
局、水务局等职能单位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迅速行动，以最高
标准、最强措施、最严
要求，全方位整合调动
工作资源，深入推进打
击万泉河非法采砂行
动，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9月，全省打
击非法采砂实施综合整
治工作现场会在琼海召
开，会议要求全省各市
县要认真学习借鉴琼海
实施的“统一规划、统一
经营、统一堆放、统一调
配、统一销售”的“五个
统一”采砂管理新模式，
建立保障砂源长效机
制，切实加强对合法砂
场的监管，加快进行生
态修复，建立长期责任
机制，压实市县属地管
理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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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琼海市嘉积镇椰
子寨村委会高美村河段非法盗
采河砂案件进行严厉打击

2016年以来
公安部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8人

打掉非法采砂团伙2个

琼海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保护万泉河河道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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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杨全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