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陈海冰A02 综合

■■■■■ ■■■■■ ■■■■■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孙发强

8月8日，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海
南省免费乳腺癌筛查公益活动”正
式启动，全省 35-70 周岁女性均可
享受该项目，时间为期3年。

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发
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疾病，一直以
来是女性健康的“第一杀手”。西

方国家乳腺癌发病率高于中国。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院长助理戴辉
表示：“目前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
率为 42.55/10 万人，预计到 2021
年，中国乳腺癌患者将高达 250
万。我国乳腺癌发病趋势明显呈
年轻化、城镇化，且45岁到 59岁的

女性人群中最高发，防控形势不容
乐观。”

据悉，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将每
周 三 设 立 为“ 免 费 乳 腺 癌 筛 查
日”，免费筛查项目包括挂号费、
临床外科检查、乳腺彩超、乳腺 X
线检查。

适龄女性可到博鳌恒大国际医
院进行免费乳腺癌筛查，需要携带身
份证、任何既往影像学资料、病理资
料、病历等。

为保证免费乳腺癌筛查公益活动
有序进行，公众可通过电话提前预约
再前往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免费为全省女性筛查乳腺癌
面向35-70周岁女性，将持续3年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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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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直部门

共计

移交
案件数

19

6

9

1

5

10

2

1

42

10

3

1

3

1

113

水

6

1

4

1

5

2

23

6

2

1

2

53

大气

13

4

4

1

3

4

2

1

22

8

2

1

2

67

土壤

6

1

1

1

5

1

1

41

6

1

1

65

生态

3

4

2

1

1

3

1

1

1

1

18

重金属 垃圾 噪声

6

2

3

2

1

1

15

油烟 扬尘 海洋

1

2

5

1

1

10

其他

4

1

1

1

1

1

9

污染类型合计

38

14

15

2

10

23

5

2

87

23

7

3

7

1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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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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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媛）8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据琼海市水务局党组
近日发布的《关于对文岭水电工程管理
处工作和责任人失职失责问题的通报》
（以下简称《通报》）称，7月16日，该局受
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关于文
岭水库养鸭影响环境问题的信访件，经
调查发现，在前期监管工作过程中，文岭
水电工程管理处和相关责任人存在失职

失责、履职不力等问题，决定对文岭水电
工程管理处进行通报批评，对文岭水电
工程管理处主任凌仕强进行诫勉谈话。

今年7月10日，文岭水电工程管理
处对文岭水库库区内的4个养鸭户下
发《关于要求停止在文岭水库库区管理
范围内饲养鸭子的通知》，其中责令养
殖户林某某应在7月20日前完成整改，
责令养殖户吴某某在7月31日前完成
整改，责令杨某某、赵某两户在8月10

日前完成整改。但整改通知下达后，该
管理处疏于监管，导致养殖户重新放养
鸭苗，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信访件举
报的养殖污染问题未能及时有效解决，
并造成不良影响。

《通报》认为，以上问题的发生，主要
是文岭水电工程管理处管理缺位，工作
怠慢所致。凌仕强作为文岭水电工程管
理处主任，在对水岭水库管理过程中，履
职不力，工作失职失责，在发现存在养鸭

行为的初期不及时制止，导致养鸭户不
断增加，养鸭规模不断扩大，对水库环境
造成不良影响。针对上述情况，琼海市
水务局党组决定对文岭水电工程管理处
进行通报批评，对文岭水电工程管理处
主要负责人凌仕强进行诫勉谈话。

《通报》同时要求，各水库管理单位
要充分吸取以上事件教训，切实增强水
库管理责任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水生
态环境治理职责要求。

我省通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件问责结果

琼海文岭水库管理部门一人被诫勉谈话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李磊）
8月8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
大）会议暨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在海
口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常委班
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问题
整改清单》《海南省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落实专项整治和深化
措施的总体实施方案》等内容。

会议指出，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
中，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成员和党员
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着力
推进自我革命，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各
项决策，创造性地做好人大立法、监督、
重大事项决定等工作，用法治保障人民
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抓好整改落实，

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继续检视问
题，修订、完善问题清单，进一步把问题
找全找准找实，把根源挖深挖透，切实
把问题逐项、逐条整改到位；要细化落
实“8+3+2”专项整治和深化措施13
个分项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围绕人大
工作、班子建设和干部群众反映集中的
突出问题等内容，见人见事、真刀真枪
解决问题，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开创
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的动力。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许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何西庆，党组成员、副主任
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出席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指出

落实专项整治和深化措施
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儋州：
清理违规河砂售卖点

本报那大8月8日电（见习记者李
豪杰 特约记者李珂）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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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众反映儋州市木棠镇通往
洋浦路口方向，两边摆卖大量河砂、碎
石，影响周边环境；同时反映木棠镇尚未
接通自来水，群众没有干净的水喝。儋
州市相关部门立即核查。

经调查，木棠镇通往洋浦路口方向
的路段上存在5家售砂点，其中4家售
卖点无营业执照，1家售卖点有营业执
照但是不在登记的经营地址售卖。儋州
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5家售砂点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经营者限期将经营
场地内的砂石清理干净，并现场监督售
卖者将现场堆放的砂石搬离。

就群众反映的尚未接通自来水、
群众没有干净的水喝的问题，儋州市
水务局和木棠镇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
查看木棠镇墟自来水建设工程施工状
况。目前该工程属于停工状态，已建
成的管网仅使镇墟163户居民通水，原
有项目范围内的其余337户居民尚未
接管通水。

为此，儋州市水务部门继续建设该
工程，解决余下337户居民用水困难问
题，预计今年9月底前建成通水。同时，
对于原先未纳入工程的约700户居民用
水问题，水务部门将重新安排设计单位
进场勘察设计，整体妥善解决木棠镇墟
居民饮水困难问题。

本报文城8月8日电 （记者周晓
梦）8月8日，省政府工作组到文昌调研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反映问题，并召开
专题会议，了解文昌市在新一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中有关工作情况以及
存在的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等，研究
部署下一步工作。

当天上午，在文昌南海妈祖世界和
平岛项目实地了解该项目占地及填海
建设等情况后，工作组要求围填海项

目要抓好“四个严格”，即严格土地出
让、严格规划管控、严格报建审批、严
格海洋环境监测，强化对围填海项目
的监管。

随后，工作组到文昌铺前镇铺港村
委会后港村，仔细询问村民生活生产条
件、水产捕捞养殖等情况，了解铺前湾
内海保护区及当地红树林湿地监管问
题。调研期间，工作组还对文昌市食
品总公司自动监测数据严重超标问题

进行实地了解；并到文昌南洋河、北山
溪等水域进行巡河，对相关工作作出
部署安排。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指
出，文昌市委、市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切实担负起生态
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务必要保持清

醒头脑，认识到当前文昌市生态文明建
设任务繁重，抓紧对现存问题进行全面
梳理和整改；并要坚持“长短结合、软硬
兼施”，做到一手抓好短期生态环境领
域突出问题整改，一手抓好长期环保基
础设施“硬”建设和体制机制完善等

“软”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全面统筹和
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务厅、省林业
局等省直有关部门参加调研。

省政府工作组到文昌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反映问题要求

“长短结合、软硬兼施”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赵雅婧 查延恒）按照省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
部署要求，8月8日上午，省纪委监委领
导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蓝佛安主持会议。

会议书面传达了省委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
差距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委领导
班子成员重点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查摆问题，提出了整改办法，并开展了
相互批评，“咬耳扯袖”、提醒警醒。

会议指出，“找差距”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
主题教育目标任务的关键一环。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的过程，是主题教育
重点措施中“学习教育”和“检视问题”
的过程，是做好“整改落实”的前提条
件和必备环节。

蓝佛安强调，省纪委监委领导班
子成员要增强政治自觉，用更高标准
要求自己，作出示范。要抓好统筹兼
顾，做好“三个结合”，履行好监督执纪
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的职责任务，推
动工作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使
纪检监察业务工作和主题教育良性互
动。要抓好整改落实和督促检查，切
实把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转化为解决
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

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查找和解决问题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海南省免费乳腺癌筛查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洋浦8月8日电（记者刘笑
非）8月6日至7日，来自厦门大学、复
旦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法国雷恩国立应用科学
学院等高校，参加“中国大学生公益行
动-金牌实习生”活动的在校生们，来
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实地探访中国石化
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了解区域经济
发展中对于人才的需求。

据了解，此次“中国大学生公益行
动-金牌实习生”活动，旨在深入一线
实践，聚焦产业上游和中游，探访中国
石油化工产业升级情况，而洋浦则是
继走进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油田

后，此次社会实践的第二站。
在此次实践中，实习生们与来自

不同岗位的一线工人以及科研专家们
深入探讨，既了解了中国能源产业发
展情况，也了解海南在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过程中对于人才的渴求。参与活
动的大学生表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的建设，打破了他们以往对海南单纯

“旅游目的地”的既有印象，未来他们
将继续关注海南各个方面的发展。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中国大学生
公益行动-金牌实习生”旨在为中国
4000万大学生提升实干能力搭建社
会实践平台。

“中国大学生公益行动-金牌实习生”走进洋浦

探访能源产业 了解海南发展

1

本报海口 8月 8日讯 （记者李
冰）8月8日，博鳌恒大国际医院与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
医一附院）医联体合作签约揭牌仪式
在海南迎宾馆举行。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自落地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来，在美国
布莱根和妇女医院的全面指导下，采
用先进的MDT诊疗模式（即多学科
诊疗模式）和国际先进的治疗手段，使
用T-DM1等国际新药、达芬奇机器
人手术操作系统，给来院患者带来管
家式的医疗服务体验，屡获高度评
价。而海医一附院是我省直属医学院
的附属医院，具有雄厚的诊疗技术和

强大的科研基础。
此次双方强强联合，构建博鳌恒大

国际医院、海医一附院双向转诊系统，
共享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此举将助
力海南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提高海
南本地居民健康水平注入全新血液。

据悉，双方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
后，将合作进行临床研究，包括Ⅰ期药
物临床试验病房等，建立双向联动机
制，开展双向转诊、远程病理、影像会
诊、医师培训、专家坐诊巡诊、护理实
习培训基地建设等合作项目，实现医
院管理、学科建设、临床医疗和技术应
用等资源共享，促进两院医疗技术的
整体提高，推动医联体的共同发展。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与海医
一附院医联体合作签约

海南省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

（8月7日12时-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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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8

22

19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鹏）
日前，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万宁市转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
有群众反映万城镇群庄管区老八岭存
在乱采砂石及偷挖土方现象。接件
后，万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率有
关部门及万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赴现
场核实，现场部署强化巡查，打击非法
采砂采石行为。

老八岭是东山岭后山。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在老八岭看到，工人们正
忙碌着在山上植树、种草。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整个老八岭的
治理工程已完成了90%，山上主要种
植小叶桉树、马占相思树、木麻黄树、

枫树、三角梅等树木，预计8月底即可
完成治理。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群庄管区老八岭出现乱采砂
石、偷运土方现象是以前的老问题。从
2017年9月开始，万宁市已经对老八岭
采取封山保护的措施，此后未出现乱采
砂石现象。2018年8月30日，万宁市
启动了对老八岭的修复工作，涉及面积

约13.1万平方米，主要为坡面治理、危
险孤石清除、修建挡土墙、植树、种草
等，工期为1年。

此次整治，万宁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快督促
山体修复工作，确保复绿到位、管护
到位，达到修复效果，对治理工程项
目之外裸露的山体进行补种树木。
在推进山体修复工作过程中，要严

格落实卫生管理工作，切勿因项目
工程施工影响人居环境。在全市开
展拉网式排查，对已关闭的采石场，
重点做好清理现场、加强管控等工
作，防止死灰复燃。要加强巡查管
控力度，强化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偷
挖砂石和土方非法行为，对仍然藏
在暗处、隐蔽开采的，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坚决关闭。

万宁：

植树增绿助东山岭后山山体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