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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7月19日12时-7月2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7

13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4

26

20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2
三亚推进基层医疗机构
标准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 黄媛艳）海南日报记者
从7月18日召开的三亚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
准化建设工作协调会上获悉，三亚市已建设完成
人口健康信息化平台和覆盖全市基层和市级医疗
机构的远程医疗会诊平台，加快推进91个基层医
疗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其中2019年需完成83
个，2020年需完成8个。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中，三亚市
按照“人口分布和医疗资源共享”原则，结合城市
发展、棚户区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构建“15分钟
城市健康服务圈，30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促进
医疗卫生资源的均衡布局和有效利用。三亚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将育才卫生院与原农垦
立才医院整合为育才医院，将藤桥卫生院与原农
垦南田医院整合为藤桥医院，高峰卫生院与原农
垦南岛医院整合为高峰医院，将林旺卫生院、保港
卫生院等改建为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建设月
川等4个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和红沙等11个
社区卫生健康服务站。

据介绍，三亚市人口健康信息化平台向上可
以连接省卫生健康委、向下延伸至全市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横向连接社保等有关部门，实现居
民健康信息、公共卫生信息、保健诊疗信息的连续
保存、数据共享和信息利用，各医疗机构间电子病
历、体检记录、慢病管理信息、妇幼保健信息等信
息无缝交换，实现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

贫困大学新生
最高可获5000元资助

本报定城7月20日电（见习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丽云）海南日报记者7月20
日从共青团定安县委员会获悉，为帮助贫困学子
圆大学梦，2019年定安县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近日
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申请人经核实后，可
获得3000元至5000元的资助。

据悉，2019年定安县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将持
续到今年9月，资助对象需符合以下5个条件：
2019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A、B批大学
生；户口所在地为定安；农村和城镇低保户、低收
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优先；遵纪守法，品
学兼优；没有获得其他机构3000元以上（含3000
元）奖学金或助学金。

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可于8月15日前登录
“海南助学网”（网址：www.hizx.org.cn）自行下
载助学金申请表，按要求填写表格。同时，大学生
需于8月10日前在“海南助学网”进行网上注册申
请报名，提交申请资料成功后，要及时将《申请表》
和相关申请材料纸质版报送至团县委办公室。

省卫健委与平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合作

今年将培训500名乡村医生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符王润）7月19

日，2019年平安“三村工程”健康扶贫（海口站）暨
乡村医生培训班在海口举行。这是省卫健委与平
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的海南省“村医工
程”项目培训活动之一。按计划，该项目今年将培
训共500名贫困村乡村医生。

据介绍，“村医工程”项目将开展“3合1”智
慧医疗综合行动，即启动“村卫帮扶”“村医培训”

“ 辅助诊疗”三大医疗服务升级行动。2019年至
2020年，平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将为50所村卫
生室捐献50台检测一体机，为每村捐赠价值2万
元的基础医疗物资，培训500名贫困村乡村医生，
提升贫困地区的整体医疗水平。

2019年7月20日 单位：件

市县 类型

海口市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澄迈县
定安县
屯昌县
临高县
陵水县
昌江县
保亭县
乐东县
琼中县
白沙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涉多个市县
省直部门
共计

移交
案件数

23
8

7
3
1
12
3
2
30
2

6
9
3

2
1

1

1
114

水

9
2

3
1
1
8
2
1
18
1

5
7
1

1

60

大气

16
6

5
1

7
1
1
23
1

4
6

2
1

1

75

土壤

3
3

3
1

8
1

18

3
3

1

44

生态

1

1

1
1
2
3

1

10

重金属 垃圾 噪声

10
1

2

1
1

2

1
1

1

20

油烟 扬尘 海洋

1

2
1

2

2
1
2

11

其他

2

1

4

1

1
9

污染类型合计

41
13

11
6
1
27
8
4
70
2

15
19
4

4
2

1

1
229

海南省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六批）

备注：1、部分案件涉及2个（含）以上环境污染类型，导致污染类型合计数与移交案件数不一致； 2、表中“涉多个市县”指该案同时涉及2个（含）以上市县；
3、表中“省直部门”涉及举报案件移交省发改委办理。

本报讯（见习记者余小艳 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于亚楠）7月17日
11时许，在澄迈县大丰镇盐丁村公
庙前，3名保洁人员正在抓紧清扫鞭
炮燃放后产生的碎屑。针对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二
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澄迈
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前往该
县大丰镇盐丁村落实整改，要求公庙
遵守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相关规定。

群众在信件中反映，澄迈县大

丰镇盐丁村有一公庙，长期存在不
定时随意放鞭炮的情况，污染空气，
噪声扰民。

接到信访交办件后，澄迈县立
刻组织县综合执法、生态环境等部
门负责人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澄
迈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群众反映的
问题确实存在，公庙燃放鞭炮给周
边带来了噪音和空气污染，盐丁村
要落实整改，遵守烟花爆竹燃放管
控相关规定。

燃放鞭炮扰民 落实整改解忧

本报牙叉7月20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符俏剑 符妙瑾 王钧）
7月19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接到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
第五批举报投诉件共2件，涉及水、
生态、土壤等问题。白沙有关部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并制定严
实举措进行整改。

信访办件反映，白沙农场茶城
小区邮电局对面的垃圾桶没有遮挡
盖子，而且散发臭味，每逢下雨的时
候，积水就会溢流到路面上。此
外，还存在环卫工人清理垃圾效
率较低等问题。当天上午，白沙
行政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住
建局等有关单位当即赶往现场。
经现场勘查，群众举报情况基本
属实，白沙住建局当即要求白沙
玉禾田环境有限公司立即进行整

改，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得
到妥善解决。

此外，针对群众举报办件称，荣
邦乡大岭社区居委会附近的珠碧江
流域因为挖砂、洗砂受到污染。当
天下午，白沙行政综合执法、生态
环境、水务以及荣邦乡有关单位负
责人立即赶往现场核实发现，该区
域江水水体浑浊，且辖区水厂设施
存在老化问题。白沙行政综合执
法部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大岭居
委会上游段珠碧江河道疏浚工程
在施工中产生的水体浑浊问题是
阶段性的，目前该工程已结合河道
情况全面停止作业，等待水体河砂
沉淀。据悉，荣邦乡政府已当面承
诺，将增加经费加强该辖区水厂设
备维护及净化设备升级，保障群众
饮水安全。

垃圾每日清理 确保饮水安全

本报讯（记者郭萃）7月18日，海
口市接到1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
报件。本批群众举报件共反映4类
环境问题，其中污染类型涉及水污染
3件、噪声污染2件、大气污染5件、
其他3件。

在18日的举报件中，有群众反
映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滨江
花园小区的泰荣汽车用品商行，在经
营期间所产生的废机油等有害气体
及废水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并怀疑该
企业无环保等相关手续。接到办件
后，美兰区生态环境部门立即赶赴现
场进行核查。

“经核查，该汽车用品商行在环
保方面是符合要求的，他们废机油贮
存已经设立了独立隔间，并作了防渗
漏处理，贴了危险标识。”美兰区环

境监察局第三中队队长刘隆吉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美兰泰荣汽车用品商
行已在该局办理危险废物计划管理
登记表，同时与有资质的回收公司签
订了回收合同定期回收。污水方面
已在店内挖了水槽，将污水引流到
沉沙池内过滤后流入市政管网，并
在污水水槽内加了两层防水胶，防
止渗漏地面，现场检查也未发现有
污染物影响周边居民的现象。对于
群众质疑的环保手续的问题，该处
汽修的业务范围只是洗车和修理，
未涉及喷漆业务，因此只需要在省
生态环境厅官网自行登记备案即视
为办理环评手续，该店已经办理了
登记备案手续。

对于“海口市秀英区海力路20
号对面的停车场，长期停放工程车产
生大量扬尘，影响周围群众日常生

活”办件，经秀英区相关部门现场核
实，被举报对象为海南和顺物流有限
公司。该停车场占地约25亩，场地
内存放有13辆左右工程车，有少量
钢材堆放，没有降尘设备。该停车场
只有工商营业执照，无交警备案手
续，也无物价局物价收费标准的相关
手续。按属地管理，长流镇要求企业
立即停业进行整顿，所有车辆撤离场
地，待完善停车场所有相关手续后才
允许恢复生产。企业必须立即采取
应急的降尘措施，每天要多次对场地
进行洒水降尘。长流镇安排人员加
强对该点的巡查，如发现企业在未完
善相关手续之前恢复作业，将立即进
行处罚。同时镇城管中队下达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和案件初查通知书，
要求做好场内的环境卫生并设置有
效的防尘措施。

要求无备案停车场停业整顿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高
洁冰 麦凤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移交东方的第三批群众举
报件反映：鱼鳞洲风景区存在违规
建筑。对此，东方市住建、综合行政
执法、自然资源和规划等职能部门
7月18日联合组织检查组，赶赴现
场调查核实。

经工作人员现场核实，鱼鳞洲
风景区沙滩上确实存在5栋建筑与
栈道，但是否属于违法建筑和影响
海洋生态环境还需进一步确认。

“情况查实了以后，我们到时候
会列一个责任清单。”东方市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群众举报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
附近150米有一家石场开采矿石作
业过程中产生扬尘和噪声的问题，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等单位来到该石场，对
群众举报问题进行核实。

“我们在现场对举报的内容逐
一核实，发现房屋没有裂的痕迹和
农作物被压占的情况，石场手续也
很齐全，举报的情况基本不属实。”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

针对群众反映昌化江附近村庄
存在的非法采砂问题，东方市三家镇
和公安、水务等单位迅速行动，组织
人员深入实地调查核实，并就群众反
映的非法采砂问题做出整改，表示将
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明确分工，压
实辖区内的7个沿江村庄责任，对非
法采砂的行为发现一起就打击一起，
全力遏制非法采砂的行为。

加强日常巡查 遏制非法采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李关平
通讯员 杨光

作为我省第一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海垦控股集
团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安排部
署，充分结合垦区改革发展实际，抓
好“四个贯穿”，紧紧围绕实施“八八”
战略，把主题教育与改革发展工作统
筹结合起来。

聆听专题党课、开展专题学习、举
办读书会……自6月初启动主题教育
各项工作以来，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带
头推进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宣传贯彻
中央和省委主题教育精神，各级企业

迅速掀起主题教育热潮，先后开展了
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垦区党员干
部对“应该守住什么样的初心”“应该
担当什么样的使命”等重大问题加深
了解。

“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
有创新。结合农垦自身创业历史，海
垦控股集团深入挖掘独具特色的农垦
文化，编印《影像海垦辉煌》《橡胶帝
国》等历史文化教育读本，供垦区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农垦的历史文化；同
时，创新宣教活动。比如南金农场公司
通过开办主题教育“移动课堂”，编制

“移动课堂”课件，分别到机关、区基地、
生产队各党总支、党支部进行主题教育

宣讲。目前“移动课堂”己开展8场次，
受教育人数达3000多人。

把调查研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海垦控股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组成
11个调研组，围绕主题教育九大调研
专题和七个调研选题，深入开展基层
蹲点调研不少于5天时间。

“我们要求集团各级领导班子深
入一线、深入基层，到职工生产生活最
困难、企业改革发展最滞后、重点项目
推进问题最复杂的单位开展调研工
作。”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业侨说，海垦坚持把检视和整改
问题贯穿于主题教育的全过程，党委
班子带头梳理自身问题，同时立足集
团重点难点工作，分析症结、列出问题
清单，做到目标、措施、方式、责任领
导、整改时限“五明确”，解决问题“销

号”，不解决一直“挂号”。
针对“企业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能力不足”问题，海垦控股集团落实
“三结合”即结合农垦改革发展现状、
结合国资国企改革、结合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的要求，推动联合创新、协
同创新、合成创新“三创新”。集团通
过召开多场专题研讨会，开展制度创
新“金点子”行动，动员干部职工为制
度创新建言献策。目前，海垦控股集
团已梳理筛选土地资源资本化资产化
证券化专项制度创新、垦区市场化改
革发展制度创新、以橡胶为主的大宗
商品交易制度创新等七类制度创新。

针对“企业抗经营风险能力不够”
问题，海垦控股集团首次以清单形式
梳理垦区企业投资项目、财务、土地对
外合作、历史遗留等45条经营风险，

系统剖析案例，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
风险意识，提升防范风险能力，规范企
业经营管理。

“集团把开展主题教育与项目现
场服务、企业年度经营目标任务等重
点工作结合起来，重拳抓专项整治，防
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部门、各企
业找差距、抓落实。”海垦控股集团企
业管理部部长卢致洲说，针对在调研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调研组制定问题
台账，压实责任，确保调研工作中发现
的各项问题逐一逐项得到解决，也进
一步完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取得
了实效。

“67年的风雨征程，不变的是海
南农垦人的初心。作为全省最大农业
国企集群，垦区广大党员将坚守农垦
人的初心和使命，传承‘艰苦奋斗、勇
于开拓’的农垦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
育，推进农垦深化改革发展，大胆冲破
传统束缚，针对痛点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让更多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王业侨表示。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

海南农垦把主题教育与改革发展统筹结合起来

凝聚新动能，推动垦区加快发展

“我用双手挣学费”活动
征集爱心岗位

本报文城7月20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为帮助贫困学子顺利求学，助力精准扶
贫，营造全社会爱心助学的良好氛围，共青团文昌
市委决定自7月20日起，在全市范围开展“我用
双手挣学费”爱心助学活动。

活动拟通过公开向全市各镇党委、市委各部
门、市直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省驻文昌各单
位以及各爱心企业征集爱心岗位，文昌市2019年
高三毕业的品学兼优准大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的学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和岗位要
求申请岗位实习。

实习阶段，贫困学子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协议，
实习期间由实习单位对实习生进行组织管理，表现
优异的准大学生，将优先纳入“圆梦行动”资助范围，
实习结束后，由实习单位向每名学子提供1500元-
2000元的上学路费，具体金额由用人单位确定。

活动即日起启动，符合条件的学生需于8月1
日前将报名表、村委会出具的贫困证明及其他报
名材料提交至团市委，联系人：王永烽，联系电话：
63330423、18976801994。

东方

白沙

海口

定安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郭
萃 周晓梦）7月20日，我省通报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件“罗牛山养猪
场排污管道泄漏群众信访举报件”处
理情况，经查实，该养猪场项目污水
处理站氧化塘中尾水的输送管道在
红岭灌渠项目施工过程中被压损破
裂，导致少量尾水渗漏到农田灌溉渠
内，目前管道已修复。据调查，该案
尚未发现存在污染地下水和农田的
情况。

据了解，7月15日，海口市琼山
区接到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称：位于
琼山区甲子镇的“桃村上方罗牛山养

猪场，猪粪水直接从该场化粪池渗出
（大约有十几米），污水直接进入农田
灌溉水渠。怀疑污水有渗透到地下
的情况，或造成下方农田无法正常耕
种及影响周边居民的饮水。群众质
疑该场未达到环保要求”。

当天接件后，琼山区有关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立即对案件进行查处。
经核查，该项目为海南罗牛山新昌种
猪有限公司的罗牛山十万头现代化
养猪场项目，场内建有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项目废水（猪
粪水）经“厌氧+好氧+深度处理”工
艺处理后作为尾水暂存于氧化塘，后

用于周边农作物灌溉使用，出水执行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
2005）。该污水处理站有防渗措施，
周边农田距离养猪场约100米。经
现场核实，未发现养猪场猪粪水直接
从该场氧化塘渗出。

7月14日，红岭灌渠项目施工方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将该猪场输送灌
溉尾水的管道压损破裂，导致少量尾
水渗漏到农田灌溉渠内，因此周围地
面有尾水泄漏的痕迹。管道破裂后，
施工方当即通知猪场关闭尾水输送
管道阀门，并组织工人抢修，已于7月
16日零时48分完成水管修复工作，

该养猪场尾水泄漏属突发事件，不存
在造成下方农田无法正常耕种的问
题。存在渗出问题部分属实。

此案办理情况报告指出，该污水
处理站已做混凝土防渗，各项环保设
施已通过省生态环境厅竣工环保验
收。养猪厂和周边村庄居民饮水均
取用5公里外的甲子九尾水库的原
水，不存在渗透到地下影响周边居民
的饮水问题。影响周边居民饮水问
题不属实。

“这一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出我
们在监管过程中存在不足，以前仅重
点对尾水排放进行监测，忽略了施工

可能对管道造成的破坏。接下来我
们除了加大对养猪场内部的污水监
管之外，还将加强对灌溉系统的监
管。”琼山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茂
顺说。

另据悉，红岭灌渠项目施工方已
于7月16日上午11时再次完成管道
二次加固。各项设备正常运转，7月
8日至15日在线监测结果均显示达
标，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下一步，琼山区
有关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要求
经营单位加强日常监测，确保该问题
不反弹。

我省通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件

罗牛山养猪场项目尾水泄漏管道已修复

本报椰林7月20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陈思国 通讯员胡阳）7
月19日、2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接到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
的第五批、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陵水县委、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快速
响应，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据了解，举报件涉及水、大气、土
壤等问题，各相关职能高度重视，立

即赶赴现场开展联合调查。7月20
日，针对群众举报新村镇雅居乐山海
间二期北边水沟恶臭问题，陵水县
委、县政府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赶
赴现场调查核实，实地督办。经查，
群众举报地块位于九所村下塘田，属
于较低洼地带下塘田地，长期累积地
下自然脉水，形成一条类似水沟的自
然地下脉水沟，在烈日暴晒下散发出

淤泥土气味。对此，新村镇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进行清洁整改。

此外，陵水县委、县政府还开展
“回头看”活动，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落实情况。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全县各部门
要坚持立行立改，加快推进信访投诉
件各项工作的整改落实，并建立台
账，做到件件有回声，事事有结果。

“回头看”活动确保整改成效陵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