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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

黑榜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新闻追踪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驶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长兴
村，只见几名村民在树荫处歇息乘
凉，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扑鼻而来。

“我们村干净整洁，住着舒坦。”顺着
村民黄啟新手指的方向，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村里的小广场、庭院巷道
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就连犄角旮旯
处也难觅垃圾踪迹。

眼前呈现出的这幅景象，是长
兴村让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保持长久

“热度”的日常一幕。
“原先村里到处都是混合着畜

禽粪污与厨余废水的泥巴路，常常
是前脚刚躲过一滩污水，后脚便不
幸踩在了一坨牛粪上。”黄啟新还记

得，过去，长兴村都是坑坑洼洼的泥
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各
种污水四处横流。

直到2018年6月，琼中县委宣
传部、海汽琼中分公司联合驻点长兴
村后，协调帮扶单位及镇政府筹措资
金，全面铺开道路硬化、沟渠整修、路
灯亮化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一
次性完成环村路及“户户通”路网净
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还在道路两旁
及村民房前屋后种上三角梅等花木，
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帮扶
干部们也开始不断激发广大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从今年4月开始，长兴
村每周开展一次“卫生流动红旗”评
比活动，通过营造“比学赶超”氛围，
引导村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

习惯。
“以前都是党员干部们打扫卫

生，村民站在一旁事不关己，这种局
面必须改变。”长兴村驻村第一书记
林信文说，评比名单定期在村里公
示，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让排名垫底的村民感到很是羞
愧，争着摆脱“邋遢户”的帽子。

为了激励卫生先进户，长兴村
也会给予村民一定的物质奖励。除
了电饭锅、风扇等生活用品，还会通
过发放水泥等建筑材料，鼓励村民
们自己动手，美化整理自家房前屋
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督促引导，如
今村民们的环境卫生意识发生显著
变化，大伙儿拧成一股绳，正齐心协
力维护好村庄人居环境。

（本报营根7月28日电）

琼中长兴村：

村民“比学赶超”争当卫生模范

定安西坡村环境改善
本报定城7月28日电 （见习

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
张博）7月27日，海南日报曝光了定
安县龙河镇西坡村牲畜乱跑、建筑
垃圾乱堆乱放、生活垃圾随处可见、
村庄内污水横流等脏乱差现象。对
此，龙河镇政府高度重视，组织村

“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村保洁员等20多人，对西坡村岭脚
村民小组、光岭村民小组的村道以
及村民房前屋后的垃圾进行清理，
修建排污渠，开展卫生大整治。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西坡
村看到，参与卫生整治的人员拿着扫
帚、铁锹等工具清理村道上的垃圾。
在村道旁，一辆大型挖掘机正在开掘
沟渠。“针对村庄污水排放问题，我们
计划开辟一条40多米长的沟渠，预
计几天后竣工。”龙河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对于村庄的
低洼地带，将采取填埋、平整的措施，
避免积水现象发生。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房前屋后堆满杂物，建筑垃圾横
七竖八地“霸占”空地，鸡鸭等家禽在村
民生活区四处乱窜……这是7月28日
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营根镇南丰村看到的景象。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刚来到南丰
村村口，便看到村牌右侧的宣传栏底
下，堆放着废弃的木板、棚布等杂
物。沿着村道往里走，乱堆乱放的现
象更严重。

在一户村民家门口，废弃的建筑
材料、木板等杂物堆放在路边，缝隙
间还夹着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再往
前几步，一间木板搭成的简易棚藏在
路边树荫底下，棚内放置电饭煲、洗
菜篮等厨房用品，树干上绑有一块电
表，电线凌乱缠绕，可见这里被某户
村民长期当作厨房使用。

离此处不远的一片树荫底下，同

样搭建有一处棚屋。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几根木棍撑起一块绿色
篷布，底下的白色栅栏围成一圈，
中间用木板和石砖搭成一张简易
长桌。棚屋前，另一块绿色篷布将
杂物盖住，底下放置着一张坏的木
质沙发，塑料桶、编织袋堆放四周，
显得凌乱不堪。

除了随处可见的棚屋，南丰村
里“乱逛”的家禽特别多。

继续往前，一户人家在路边搭
建一处简易棚架，除了堆放水管、
竹竿、塑料桶等杂物，还放置一个
两层的铁质鸡笼，笼内圈养着10
多只小鸡。再往前几步，几只番鸭
和一群鸡崽在村道中间挡住去路，
见人上前也不躲避，可见平日里早
已习惯了与人混居。

一位村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其实村里大多数鸡鸭已被圈养，但
多年来的养殖习惯一时间难以完全

改变，为了图方便，部分村民还是会偷偷
在房前屋后散养家禽。“我们之前把整治
重心都放在了‘门前三包’等工作上，忽
略了乱搭乱建和家禽散养的现象，很惭

愧。”南丰村党支部书记王书文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对全村人居环境提升工
作进行查漏补缺，确保整治到位。

（本报营根7月28日电）

琼中南丰村：

杂物搭棚堆放 鸡鸭上路“乱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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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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移交
案件数

9
13

5
3
3
3
1
1
43

1
13
7
1
2
1

106

水

4
6

2
3
3

13

10
3
1
1

46

大气

6
10

2
1
1
2

1
17

1
12

1
1
1

56

土壤

1
2

1
1

3
1

36

10
1

1

57

生态

1

2
1

2

9
5

20

重金属 垃圾 噪声

5
3

1
1

1

5

1
10

27

油烟 扬尘 海洋

1
2

1
1

1

5

11

其他

2

1

1

4

污染类型合计

19
24

6
6
5
9
2
1
75

2
51
15
2
3
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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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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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通讯员 陈钧 高原

7月 28日上午，受省政府委托，
省审计厅厅长刘劲松向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13次会议作2018年度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工作报告）。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了省审计厅相关负责
人，对审计工作报告进行了解读。

坚持党的领导

该负责人表示，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是做好审计工作的根本保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最本质、
最鲜明的特征。

一年来，在省委审计委员会的坚强
领导下，审计机关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审计机关不仅

是国家机关，更是政治机关和宏观管理
部门的新定位，聚焦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的中心任务，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三大攻坚战”、乡村振兴等重点领
域，紧盯政策落实、财政资金、重点项目
和重大改革任务，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把党对审
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促进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扎实推进审计全覆盖

实行审计全覆盖，是党中央、国务
院交给审计机关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一年来，审计机关科学谋划
审计项目，通过“打造‘财政审计、政策落
实跟踪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四个平
台”“两统筹”“大数据审计”“上下联动”

“轮审”等方式，扎实推进审计全覆盖。
据介绍，2019年上半年，依托财政

审计和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两个平台，整
合省市县三级审计机关和社会审计力
量，同步审计省本级和18个市县财政
管理、省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乡村振兴
战略、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等10项内容，既提高了审计工作报告
的质量，又实现了审计机关年度对省和
市县两级财政资金审计的全覆盖。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围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组织全省审
计机关开展了旅游、文化体育、互联
网、医疗健康产业和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地方金融机构金
融风险防控、房地产风险、重点建设
项目等政策落实或资金使用情况的
审计。”该负责人表示，审计中，紧扣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
工作，按照“六稳”和“八字方针”要

求，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全力
推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了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着力保障民生

一年来，审计机关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审
计。

据介绍，审计机关持续开展了扶
贫、保障性安居工程、生育保险、学前
教育、惠农补贴一卡通等重点民生资
金和项目的审计，及时发现民生领域
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促进了党的惠
民政策落实，推动织密扎牢民生保障
网。如通过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督
促有关市县取消保障对象资格或调整
保障待遇135户，复工或加快建设安
居住房1072套；通过扶贫资金审计，
促使国家扶贫政策进一步落实到位，
推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取
得实效，我省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重大进展。

强化审计整改

一年来，审计机关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对审计整改工作作出的重要批
示，切实发挥审计“经济体检”功能，既
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又积极推动问
题的解决。2017年度工作报告反映
的6个方面584个具体问题，已整改
555个，整改率达95.03%，促进相关
单位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41项、问
责处理77人次。

针对反映的问题，审计工作报告
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了狠抓重大政
策有效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突出抓
好建设项目落地和项目管理、积极推
进内部审计工作等5个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有效落实“治已病、防未病”
的重要要求，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
作用。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

发挥审计作用 保障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2018年度海南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解读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三亚19家国有企业
重组为8家集团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萧真）资源整合，收指成拳。7月28日，在三亚市
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成立大会上，全市19家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的国有企业，整合成8家集团公司，担任
各集团公司重要职务的高学历优秀年轻人才，在新
集团公司领导班子人数中过半，达到57.7%。

为改变国有企业小、散、弱的弊病，三亚着眼产
业聚集，对标海南自贸区“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
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产业
为导向，构建“2+6”的国有企业发展新格局。“2”指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和三亚市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2个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平台公司。“6”
是在已有国有企业基础上，重组新设三亚城市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农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亚科
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6个产业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组建8家集团公司班子配
备方面，三亚结合企业功能定位、业务特点和专业
需求，目前已配备领导干部26人。其中，研究生学
历者8名，40岁以下者7名。

在此次国有企业改革中，三亚推出三项配套措
施：一是市场化定薪，二是扩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范围、广度和深度，三是探索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上半年全省农信系统涉农
贷款余额413.47亿元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王培琳 特约记
者袁国华）7月27日，省农信系统上半年经营分析
（电视电话）会议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信系统实
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双过半”的目标，各项存款
余额2064.61亿元，比年初增加183.56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1263.55亿元，比年初增加108.8亿元。

省农信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利光秘说，农信系
统坚守“农小土”定位，全力推进信贷“433”投放，
上半年农信系统“三大战役”阶段性成效显现。

上半年，全省农信系统涉农贷款余额413.47
亿元，净增11.89亿元，扶贫贷款发放6861.2万
元，惠及3174户，并且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为重点营销对象，大力推广“一抵通”“一
小通”循环贷等农信特色小贷产品等。上半年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422.74亿元，净增32.45亿元，民
营企业贷款余额688.71亿元，净增34.86亿元。

三亚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擅自张贴广告最高罚2000元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为持续
深化社会文明大行动，7月28日，三亚市委精神
文明爱卫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文明倡议，并
明确处罚不文明行为的六项依据。

三亚处罚不文明行为的六项依据为：一是对随
地吐痰、吐槟榔渣汁、吐口香糖、便溺者,二是对乱扔
果皮等废弃物者,三是对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
者，责令清除，处50元罚款。四是对擅自在城市主
要街道和重点地区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屋顶
吊挂或者堆放影响市容物品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
处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五是对擅自在城
市建筑物、构筑物、公共设施、路面、树木、电杆上涂
写、刻画、喷涂以及张贴广告标语的行为，处200元
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六是公职人员涉及不文
明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责令其单位进行批评教育。

三亚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向不文明行为说“不”，旨在全面提升三亚的环境
卫生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海口整改油烟扰民餐饮店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郭

萃）在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有群众反
映海口市龙华区3家饭店及美兰区一
家餐馆长期排放油烟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环境。对此，海口市相关部门要求
其限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

群众反映，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
路79号大华新村对面秀城横街老刘
川渝饭店、曾智临高乳猪馆、羊肉馆等
3家饭店无专用油烟管道，长期排放
油烟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经龙华区相关部门现场检查核
实，曾智临高乳猪馆和老刘川渝饭店
存在油烟管道、油烟净化设备漏油以
及油渍未及时清理问题。羊肉馆实为
主要经营火锅餐饮，厨房内未设置炉

灶，未进行炒菜等活动。
对此，龙华区对两家店下达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此外，委托有资质
的环保检测公司对两家店油烟排放情
况进行采样检测，并视检测结果依法
依规整改。

群众反映，美兰区群上村横街298
号秘汁道餐馆油烟排气管设在楼顶，油
烟味很浓很臭。经美兰区相关部门核
查，秘汁道小龙虾店未定期清洗油烟净
化设施，造成部分油烟不能有效净化。

海口市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
令店铺经营者限时将店内油烟净化设
施进行清洗，并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
公司对其油烟进行检测。待油烟检测
报告出来后，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依法做出进一步处理。

一版延伸

琼中南丰村乱搭乱建现象严重。本报记者 李梦瑶 摄

琼中长兴村村道干净整洁。（采访对象供图）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7月27日12时-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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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3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上接A01版
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度省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人大财
经委关于2018年海南省省本级财政决算审查结
果的报告；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脱贫攻
坚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海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关于提请审议
有关干部职务任免的报告。

副省长刘平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超，
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省纪委
监委派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和办
事机构负责人，部分省人大代表和有关工委委员，
各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有关部
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常委会组成人员于
7月28日下午开始对各项议程进行分组审议。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