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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新海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海边
非法采砂，还有棚改区对面（滨海
大道新海村路段东侧秀英区人民
法院的新审判庭那边）有人承包土
地，非法挖沙。土地被破坏越来越
严重，环境越来越差。2、在新海港
与粤海铁路北防护堤之间有 60多
艘渔船，是政府部门强制运到那
的，没人管理，船板腐烂，机油泄漏
污染海洋环境。

南洋河高尔夫球场 2008年占用基
本农田、林地建设，高尔夫公司砍
伐几百亩树木（有农主树、中央林、
国家退耕还林树木 200 多亩），该
公司未办理砍伐证就进行砍伐；高
尔夫公司种植草皮并喷洒农药，将
割下的草倒入河中造成河流污染。

儋州南丰镇一公里处的松涛水库
一个渔船停靠点，平常有许多周边
的游客居民来此游泳，沐浴液、肥
皂等经常倾倒在此，且晚上有烧烤
摊营业。严重污染饮用水源地水
质。

万宁市长丰镇、福田镇交界的三洲
岭宁山打石场已存在 30 多年，小
石头岭经过疯狂采伐已经变得满
目疮痍，千疮百孔。采石场几乎每
日都有地震般的爆破声，使得当地
民众大量房屋窗户开裂，早上 7点
到半夜 2 点不停的碎石机器隆隆
声，令村民无法入睡，彻夜不眠。
打石场距离长丰新村不足 400米，
距离东边村距离仅 100米左右，运
输车辆经过村道时烟尘滚滚，烟霾
笼罩，灰尘很大。目前采石场又通
过购地，采石作业向加东岭一带一
座小山脉推进，打算削平海拔约
100米的山岭，严重破坏原有山林
植被。

万宁市东澳镇蓝田村路牌进入五
百米左右有一个垃圾处理厂已建
设十年。垃圾没有任何遮盖和环
保措施，每天产生浓重臭气影响周
边居民正常生活。

东方市感城镇晨海公司经营海水
养殖，占地最少几百亩。该公司没
有安装任何排污设施，养殖、清洗
鱼塘的污水全部排入大海，又黑又
臭，大海里肉眼可见死鱼死虾。

1、昌江县七叉镇华盛天涯水泥厂
于 2004年在没有任何手续前提下
在燕窝岭建厂挖矿，破坏燕窝岭环
境。2、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在
石碌镇投建了 4条生产线，没有经
过电除尘的步骤，2004 年开工以
来每天浓烟滚滚，排放不达标。

乐东县佛罗镇昌厚村村委会未经
村民集体同意，2007 年将村集体
沿海自留山林地 666 亩承包给他
人使用，将 666亩自留山林地上的
海防林砍伐殆尽种植哈密瓜。
2017年，土地需要翻新，趁此机会
从这片地上非法采砂卖砂，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

乐东县尖峰镇尖峰岭国家森林公
园，有两家酒店，桃花园酒店、桃园
酒店违规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项
目，多次砍伐树林后直接在山上焚
烧；酒店厨房污水、生活污水直排
天池湖内，导致湖水散发恶臭，省
纪委多次下达过整改通知书，但未
见整改现象，质疑是否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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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非法采砂问题
1.新海村棚户区周边现场未发现非法采挖行为及机械设备，但棚户区周边发现遗留旧的采坑及坑塘水面，均已长满草。
2.棚改区对面（滨海大道新海村路段东侧秀英区人民法院的新审判庭那边），该点位土地现状为土堆和空地，没有发现采坑，现场也未发现非法
采挖行为及机械设备。信访件反映的非法采砂情况不属实。
（二）关于渔船管理问题
经了解，2013年3月4日新海村委会跟区政府签订了收回海域补偿协议书。经市政府同意，2015年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印发《海口港新海港
区客货滚装码头项目使用海域范围内渔船及渔网、渔具回购征收工作方案》，渔船回购本着个人自愿，让利于民的原则，如渔民同意回购渔船，
区政府将启动渔船回购程序。如不愿回购渔船，并自愿迁移渔船到项目用海范围外，区政府将一次性给予渔民渔船迁移补贴。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我区已多次张贴公示渔船评估表在村委会及在村里广播通知并要求渔民限期回购，并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但港池内仍有67艘渔船的渔
民坚决不同意回购和自愿迁移，严重阻碍了项目的顺利进展。为了不影响项目施工建设，秀英区政府将不愿意回购的67艘渔船迁移至新海港
与粤海铁路北防护堤附近，经秀英区政府与渔民的沟通协商，24户渔民同意政府回购渔船，秀英区政府委托海南隆冠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拆解24
艘渔船。目前仍剩余43艘渔船未同意回购，其中持有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的渔船18艘，无证渔船25艘。现场所有渔船都已拆除发动机等渔船
设备，不存在机油泄漏问题；未发现周边海面及沙滩存在油污污染现象，信访件举报机油泄露问题不属实；海南隆冠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在拆解
渔船后，未清理拆解渔船造成的废料，现场存在渔船废料的情况属实。
信访件反映的渔船废料、机油泄漏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7月24日12:40接到中央环保办件后，2019年7月24日下午14:20，海口市林业局局长冯勇、海口市林业局总工程师钱军、市林业执法支队支队
长陈宗波、区农业农村局书记孔红、区发改委主任林海、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琦、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队长李在科、大致坡镇副镇长李俊以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前往南洋河高尔夫球场进行现场调查。经现场对南洋河高尔夫球场的负责人朱建雨及球
场草坪部负责人黄基强进行询问及现场勘查，核查情况如下：
1.关于南洋河高尔夫球场2008年占用基本农田、林地建设的问题。经核查，该球场因涉及违法用地（占用耕地、有林地等）建设高尔夫球场已于
2012年被市国土执法局进行立案查处，并于2012年7月26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土资执字［2012］540号），罚款19683898元。需要复
垦（耕地）面积 0.95亩，现已复垦退回原经济组织并进行了物理隔离,整改后球场面积为 983.24亩。经套入《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2018年4月3日海南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查询，规划（多规合一）调整后，南洋河高尔夫球场已不再占用规
划林地及基本农田。经过2011年至2012年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2014年至2015年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2016年高尔夫球场清理整
治全面核查的三次整改工作后，该球场被保留为继续整改类球场。目前没有发现存在新的占用基本农田、规划林地建设的情况。因此，2008年
该球场占用基本农田、林地建设情况部分属实。
2.关于未办理砍伐证就进行砍伐几百亩树木（有农主树、中央林、国家退耕还林树木200多亩）的问题。经核查，南洋河高尔夫球场在建设过程
中存在砍伐林木236.8亩，但都有办理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号分别为：NO.0035079、0035080、0035088、0035089、0035093、0035094、0035098、
0035099、0035100、0035208、0035209、0058530。因此，该球场无证砍伐情况不属实。
3.关于高尔夫公司种植草皮并喷洒农药，将割下的草倒入河中造成河流污染的问题。经核查，通过对高尔夫球场农药存放的仓库及高尔夫球场的
农药购买和使用台账进行检查，没有发现使用禁用农药及违规使用农药的情况。同时，通过对割草的地块及附近的河流进行检查，发现割下的草屑
都是就地埯埋，没有发现高尔夫球场将割下的草倒入河中造成河流污染的问题。因此，球场违规使用农药，向河流倾倒草屑情况不属实，
综上，举报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2019年7月24日下午，市政府组织南丰镇政府、省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局对被举报地点实地走
访调查核实，该地为松涛水库南丰片区龙尾库岸区域，属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在松涛水库库区设计正常水位线（190米等高线）内。经调
查，该库岸区域现场未发现有经营性的烧烤摊档，但该区域存在一些慕名到此地游玩的群众和周边居民自带用具及食材在龙尾库岸地区域野
炊烧烤、游泳、洗浴及乱丢垃圾的行为等问题。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二）7月25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区域水源水质进行现场抽样监测检测。
（三）7月25日下午，市政府朱洪武市长和赵江泽副市长到现场督导整改落实工作。

接到省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移交的案件后，2019年7月25 日，由王三防常务副市长亲自带队，市资规局、市综合执法局、长丰镇政府等部
门主要负责人组成核查小组前往长丰镇宁山石场进行了实地核查，并走访了部分村民。经查：

1、宁山石场原为福田岭石场，80年代由林建平、朱建辉经营，生产规模小。2004年挂牌出让，开采期限至2007年2月，矿区面积2.07亩，开采
期限到期后延期2年至2009年7月。2013年更名为宁山石场挂牌出让，采矿权人为万宁顺达亿矿业有限公司，矿区面积233.7亩，期限为2013
年8月20日至2023年8月20日。

2、2019年7月26日市资规局委托海南恒诚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对东边村、长丰新村等两村庄到宁山石场的最近距离进行了测绘。测绘结果显
示：东边村到宁山石场最近直径距离为360.0米，长丰新村到宁山石场最近的直径距离为500.7米，全部达到矿山生产安全距离300米的要求。

3、海南合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对宁山石场开采区域采取中深孔爆破技术，爆破声及振动较小。每月平均爆破8次。原市国土局
和宁山石场2017年8月23日委托海南省爆破工程行业协会对石场爆破振动进行安全评估与监测，结论为使用的炸药量产生的地震效应不足以
对长丰新村的房屋结构造成破坏。

4、对宁山石场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宁山石场生产时间7:30-11:30、14:30-17:30、19:30-22:30，没有到半夜2点都进行生产的情况。
5、宁山石场每天安排2辆洒水车对运输车辆经过的道路洒水喷淋抑尘，石料运输车辆经过村道时没有烟尘滚滚、烟霾笼罩，灰尘很大现象。
6、加东岭位于该采矿权范围内，宁山石场向加东岭方向推进作业属于正常的开采行为，没有发现该石场重新通过购地来进行采矿的行为。
该信访件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1.该场位于万宁市东澳镇蓝田村路牌进入五百米左右，是东澳镇政府90年代租用于堆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堆放场，该场曾在2017年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督察期间，被群众举报该场嗅味浓重，蚊子苍蝇多，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案件受理编号：受理编号：6-D09016、6-
D18087，承办单位是万宁市城市管理局【现更名为万宁市环卫园林局】），当时鉴于该场垃圾堆放过长，垃圾数量较多，短时间内全面清理清运难
度大，东澳镇政府按分期分批清运处理方法，并在周边砌起围墙禁止新垃圾进入，于2018年6月清理完成并植树复绿，2018年6月24日案件办
结。
2.7月24日现场调查核实发现如下问题：Ⅱ东澳镇政府利用该场已硬化的入口处作为压缩清运车生活垃圾临时集中收集点，19个村委会27部
手扶清运车将生活圾运至该地点，再用垃圾压缩车压缩后运往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由于垃圾压缩车运力不足，有时清运不及时，会留下少
许垃圾暴露积存在该场场地内，产生臭气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Ⅱ现场保洁管理人员保洁不到位，压缩收集垃圾时有散落垃圾不及时清理，
周边有白色污染。Ⅱ原栽植复绿的部分树苗已枯死。
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2019年7月24日，杨剑锋副市长组织东方市农业农村局、东方市生态环保局、感城镇政府等人员到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现场勘察、调阅材料等
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经核实，蔡育波养殖场正常养殖中，现场发现两个排海口；未发现该养殖场临海处有死鱼死虾，也未发现黑色水体；但蔡育
波养殖场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
东方市环境监测站采取定点方式对蔡育波养殖场排水口、排海口进行监测，2019年月7月26日出具监测报告《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污水监测
报告》（东环监字-QT-006号），监测结果显示，沉淀池1、沉淀池2、排海口1、排海口2的PH（无量纲）为7.60、7.90、7.89、7.99；SS浓度分别为16mg/
L、7mg/L、9mg/L、10mg/L；COD浓度分别为:1.4mg/L、2.4mg/L、1.4mg/L、1.7mg/L；活性磷酸盐浓度分别为:0.712mg/L、0.441mg/L、0.698mg/L、
0.723mg/L。结果表明：pH、COD的含量均符合《海南省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DB46/T475-2019）。SS、活性磷酸盐未到达《海南
省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DB46/T475-2019）标准。（标准值：PH（无量纲）为 6.5-9.0；SS浓度分别为 2mg/L；COD浓度分别为≦
20mg/L；活性磷酸盐浓度分别为≦0.10mg/L）。该项目养殖排水不符合《海南省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DB46/T475-2019）标准。

2019年7月25日17时07分，我县生态环境局派出4名执法人员对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
一是现场未发现浓烟滚滚现象，到达现场后直接到中控室对在线监控设施、生产工况等进行现场查验，发现生产工况正常，在线监控系统的氮
氧化物、二氧化硫及粉尘的监控数据排放指标均正常。为进一步核实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环境空气污染问题，县生态环境局调取了该
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报告、固定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报告等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线监控数
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未见异常。
二是对该公司燕窝岭矿山项目进行现场检查，经检查，该公司昌江县燕窝岭水泥灰岩矿位于七叉镇保由村，是该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的石灰石
原料生产基地，该燕窝岭矿山采矿许可证许可的生产规模为222万吨/年，2004年2月20日该公司取得该探矿权，之后以探转采的方式取得该矿
的采矿权。矿山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5年9月经原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批复，并于2005年12月23日办理了采矿许可证。2006年2月
开始投入开采生产，2012年原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重新颁发了该矿的采矿许可证。2016年6月经原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通过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目前矿山正常生产。
三是我县高度重视对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县生态环境局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多次对该公司环境保护治理设
施运行维护管理、在线监控系统设备、环境应急预案等进行执法检查，并按规定每季度对该公司开展一次国控重点企业监督性监测，确保企业
加强生产经营规范管理。

7月25日，佛罗镇、县林业局和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群众反映地点进行核实调查。由于群众所反映的地块四至范围不清，
因此调查人员采用GPS卫星定位仪对佛罗镇昌厚村靠海一侧种植哈密瓜的地块进行测量调查，得知该地块土地总面积535.41亩，其中，涉及到
佛罗镇昌厚村土地面积为124.2亩（其中4级商品林地面积59.95亩、非林地面积64.25亩）；尖峰岭林业局佛罗林场土地面积为411.21亩（其中4
级商品林地面积407.98亩、非林地面积3.23亩），所调查的地块上均搭建了哈密瓜棚，现场未发现林木被毁的现象。群众所反映的2007年村委
会砍伐沿海666亩自留山林地海防林的情况，因时间久远，县林业局正在收集材料移交县森林公安进行处理。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针对2017年土地翻新，有不法分子在地上非法采砂的问题，调查组人员走访当地群众后了解，系瓜农为了改良土壤品质，将地下土壤挖出来后，
再将地表土壤填埋下去，并不存在非法采砂的情况。现场未发现采砂卖砂现象。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019年7月25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林业局、县水务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尖峰岭桃花园酒店和桃园酒店进行实地调查。
（一）桃花园酒店、桃园酒店违规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的问题。
经查，桃花园酒店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用地手续合法，不存在违法用地的现象。
桃园酒店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但用于度假酒店项目建设，存在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二）酒店砍伐树林后直接在山上焚烧的问题
经查，群众反映多次被砍伐的林木地块位于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桃花园酒店、桃园酒店周边的加勒比松旁，面积为2.33亩。地块上原种植有果
树经济林，现种植有桔子。酒店砍伐果园周边影响园地管理的保护栏刺槐树以及因改造而砍伐的果树，属于正常的经营范围。经查《乐东黎族
自治县总体规划》（2015-2030）得知，该地块为非林地。现场未发现焚烧痕迹。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三）酒店厨房污水和生活污水直排天池湖，导致湖水发臭的问题
经查，桃花园酒店自建配套生物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站，从酒店内多处收集污水汇集到污水处理站进行统一处理，现场查看该设备运行正常。酒
店方出示的5月份污水排放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数据均达到合格标准。且酒店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收集至水箱用于酒店绿化灌溉。现场未发现污
水直排天池湖现象。
桃园酒店产生的生活污水和酒店污水分别收集至地下三级处理池，通过简单的沉淀处理有即用于绿化灌溉。此外，该酒店污水处理设施将进
行升级改造，改造完成后污水处理规模将达到100m³/d，可满足酒店污水处理需求。现场未发现污水直排天池湖现象。
根据群众反映的天池湖水发臭的问题，经调查组人员现场核查，未闻见臭味。群众反映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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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新海村棚户区周边非法采砂的行为，西秀镇将联合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等相关
单位加大日常巡查力度，采取24小时不定时巡查及蹲守等方式，一旦发现非法采砂行
为，一律坚决查处，全力打击。
2.针对拆除渔船船板造成废料，西秀镇政府将联合区重点项目办、区农业农村局、海南
隆冠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尽快对43艘未回购的渔船进行回购协商，并将情况
再次上报市农业农村局。目前由渔船拆解公司对已回购的24艘渔船拆解产生渔船废
弃物进行清理。

1.2012年市国土执法局对南洋河高尔夫球场涉及违法用地建设高尔夫球场的问题进行
立案查处，并于2012年7月26日对南洋高尔夫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土资
执字［2012］540号），罚款19683898元。高尔夫球场违法占用耕地0.95亩需要复垦，止
前已将复垦耕地退回原经济组织并进行了物理隔离，整改后球场面积为983.24亩。经
套入《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2018年4月3日海南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查询，规划（多规合一）调整后，南洋河高尔夫球场不占用
规划林地及基本农田。
2.美兰区政府将牵头，市国土执法局、区执法大队等职能部门配合对该区域进行定期检
查，以防发生新的侵占规划林地及基本农田问题。

一、南丰镇政府于 7月 25日牵头成立了联合巡查执法管控队伍，即日起每天对在龙
尾库岸地区域游泳、烧烤、野炊的人员进行劝离和宣传教育，并督促收集清理现场垃
圾，对拒不听劝导者由派出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处罚；同时在各出入口设卡管控；在该
区域安装了2个监控摄像头，全天候长效化监控；目前该区域已没有游泳、烧烤、野炊及
用沐浴液、肥皂洗浴和乱丢弃垃圾等造成水源环境污染隐患现象，该问题已得到有效
解决和管控。

二、南丰镇政府于 7月 25日起通过发布通告、联合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在该区域设立
了50块告示牌、利用宣传车巡回音频广播，等宣传方式，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和自觉性。

三、南丰镇政府和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对区域环境卫生采取了加强日常巡查整治，向
进出群众发放垃圾收集袋，督促自觉收集自产垃圾，增设了5个垃圾收集桶，将该区域
的垃圾收集清运纳入南丰镇政府日常环卫清运管理，做到了每日一清，垃圾污染水源
隐患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四、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对该区域水质进行监测,7月28日报
告显示，该区域水质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Ⅱ类，为达标水质。

五、南丰镇政府制定了《联合整治工作方案》及《联合巡查执法管控工作制度》，形成
了长效管控机制。

1、由市综合执法局加强对宁山石场执法监管力度，组织人员进行定期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督促企业依法开采。
2、市资规局向顺达亿矿业有限公司下达责令安装减尘设施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宁山石
场立即对石料加工破碎设备进行密封除尘，安装布袋除尘器等设施，使扬尘达标排
放。洒水车每天增加洒水喷淋次数，最大限度降低道路扬尘。
3、要求宁山石场严格依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方案》进行开采及治理复绿。
4、切实加大宣传引导的力度，在石场周边设置警示标志。

1.立即清理场地内的积存垃圾和周边白色污染，根据日产垃圾量和压缩车运力情况，合
理安排，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2.加大临时垃圾收集点保洁力度，并对收集点及时消杀除臭，确保收集点卫生整洁，无
蝇蚊无臭味；同时要加强监管，盯死看牢，对乱倒垃圾行为从重处罚；
3.对原栽种复绿的部分枯死树苗进行补植，并加大养护力度，确保成活率。

1.7月25日9:00，蔡育波养殖场自行拆除两个入海排口。
2.7月 28日，东方市生态环境局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东环则改字〔2019〕
130号），责令办理环境影响备案手续。
3.东方市生态环境局现场要求该养殖场制定养殖尾水排海方案。
4.我市将对该项目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我县生态环境局针对该公司扩大规模后的燕窝岭矿山未依法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
在2018年4月9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昌环改决字〔2018〕9号），2018年4
月12日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昌环罚告字〔2018〕9号），2018年4月20日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昌环罚决字〔2018〕7号），共处罚款25万元，案件于2018年8月
3日结案。要求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加强对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确
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加强生产经营规范管理。

一是针对2007年是砍伐海防林的问题，县林业局正在收集材料移交县森林公安局，由
县森林公安局聘请有林业司法鉴定资质的单位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再按调查情
况进行处理。如有毁林情况发生将按司法程序进行查处。二是要求佛罗镇和县公安
局加强执法，加大对非法采砂的打击力度。

一是针对桃园酒店建设项目用地问题，我县原国土资源局于 2011年 1月 13日、1月 19
日分别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7年8月21日去函至尖
峰岭林业局（《关于对海南雨林谷国际养生度假村有限公司和海南天池桃园酒店有限
公司存在未批先建等问题整改的函》），请尖峰岭林业局对该酒店的违法行为进行整
改。2019年3月29日，尖峰岭林业局向该酒店下达《关于责令停业整改的通知》，要求
该酒店完善土地、报建和环评等相关手续；二是针对砍伐树后在山中焚烧的行为，要求
县林业局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增派人手，加大管护力度，加强森林资源和森林野外
用火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做好林火防范工作，杜绝火种进入林区；三是针对污水处理问
题，已要求桃花园酒店要加强自建配套生物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站的日常运行管理，确
保污水达标排放；要求桃园酒店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更有效的处理酒店污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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