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张昕A06 时政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重点关注部分）

（第十九批 2019年8月11日）

扫码看《群众信
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
表（第十九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受理编号

X2HI2019
08010019

X2HI2019
08010017

X2HI2019
08010006

D2HI2019
08010028

D2HI2019
08010020

D2HI2019
08010003

X2HI2019
08010011

X2HI2019
0801000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三亚吉阳区南新一区一队亚龙湾路出口处
（距离亚龙湾路与223国道交叉口约150
米)、亚龙湾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有一鱼塘
侵占原有亚龙湾溪河道，人为改变河流流
向，破坏水资源原始形态，影响排洪泄洪，鱼
塘捕鱼时开闸放水，将被养殖污染的死水排
放至亚龙湾而后流入下游的九曲水库，影响
水库水质，鱼塘周边的看护和垂钓建筑破坏
原有森林且没有审批手续，养鱼产生的生活
垃圾随意丢弃污染周边环境，人为破坏亚龙
湾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

1、兴梅大道与侨乡路交界口红绿灯处（三角
梅主题公园）至兴梅公寓处，有许多无证占
道经营的水果商贩，在路边私自搭建帆布篷
和铁皮棚，并且把垃圾直接扔在树里，破坏
绿化草地和树木。2、兴梅公寓对面，在蓝色
铁皮内有两家烧烤摊，其中一家没有招牌，
晚上露天卖烧烤，油烟污染严重。3、老太阳
河咖啡厂原址上，5年前建了一个兴隆镇污
水处理厂，运营了一年就荒废，目前兴隆镇
的生活污水直排太阳河，群众质疑政府斥巨
资修建的污水处理厂为何寿命这么短。4、
兴隆G223国道太阳河老咖啡厂门口至兴
隆怡然咖啡厂门口，雨水和污水通过管道一
起排入太阳河，路两侧居民把生活污水接入
180cm的管子，排污口在莲兴西路太阳河
大桥边上，左右各一个排污口。

万宁市兴隆镇合口大桥兴隆道班附近的有
一钛矿厂，晚上使用锅炉烧烤钛矿，冒出大
量的白烟，铲车噪声扰民，清洗矿品时污水
会偷排至太阳河，原材料矿砂露天堆放，自
今年环保督察进驻后，该厂就停止生产，几
天前在大门上写上了拆字。2017年中央环
保督察曾查处该厂，但一直未整改，督察组
撤走后，就开始继续生产，厂房也未拆除。

东方感城镇政府退塘还林不彻底，几年没有
完成退塘还林任务。

澄迈县金江镇262县道16公里处（永发往
大拉基地方向）有一小路口进入约300米
处，有一个废弃的红砖厂，有人利用该空地
建起一个铁皮厂房，生产编织袋 、泡沫箱散
发臭味，建议取缔。督察组一进驻海南该厂
就停产，督察组离开又开始生产，目前该厂
处于停产状态。

澄迈县永发镇潭玛村海南铂锐矿业有限公
司澄迈永发潭玛分公司，采矿证限定总的采
矿量为20万方，其中分公司应为10万方采
矿量，目前分公司已存在超挖超采情况，群
众担心会导致塌方，且加工设备远远超过环
评限定的功率，作业时噪声大。

1.临高县临城镇楼夏花园小区东面有一个
龙力糖厂，每年周期性生产半年（去年10月
底开始生产到今年4月份），除了春节放假
期间，其他时间工厂的两根大烟筒24小时
浓烟滚滚，散发刺鼻气味，烟筒距离小区仅
二三百米，曾反映到12345，当地环保部门
显示排放气体达标，龙力糖厂周边有学校及
住宅区，影响居民正常生活。2.龙力糖厂附
近有一文澜江，龙力糖厂下游位置河水脏，
散发臭味，冬天可以看到文澜江流金岁月小
区附近河道上漂浮油污；3.临高县临城镇楼
夏花园小区隔壁有个滨江公园，公园在早上
6点40分开始和晚上11点都有人开音响跳
舞，存在噪声扰民的行为。

1、临高新盈镇彩桥村村旁数百亩林地被毁，
开挖泥土出售给实心砖厂；2、临高波莲镇和
勋村旁的林地上，该地是临高几个烧实心砖
厂的老板合股承包经营，开挖此地的粘土拉
来烧实心砖；3、临高皇桐镇（土地所属红化
农场）美香村，亲仁村，开挖的土供金牌田善
页岩砖场烧实心砖用；该些地方大部分都是
晚上偷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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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被举报对象为位于吉阳区南新一区一队亚龙湾路出口处，是两个共计3亩的鱼塘，现场调查情况如下：
（一）鱼塘的整体情况。亚龙湾出口处的鱼塘面积约3亩，距离河岸约4米，未发现有直接排水口连至河道情况，未
发现该处鱼塘占原有亚龙湾溪河道、人为改变河流流向、破坏水资源原始形态以及影响排洪泄洪的情况。
（二）鱼塘污染物的产生和处理情况。该处鱼塘承包人将已成熟的大鱼放至塘内，供客人垂钓，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主
要污染物是鱼塘废水、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鱼塘废水由承包人用水泵抽排至亚龙溪，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在
鱼塘周边，没有定期清运。
（三）鱼塘周边建筑物情况。鱼塘旁边有铁皮棚一间，面积为83平方米。铁皮棚所有人杨运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自行建设，属于违法建设行为。现场未发现看护和垂钓建筑破坏原有森林的情况。
投诉举报的鱼塘主要存在下列问题：1.养殖污水排入亚龙溪流入九曲水库，影响水库水质。2.养鱼产生的生活垃圾
随意丢弃污染周边环境。3.鱼塘周边的铁皮棚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擅自建设行为。

（一）兴梅大道与侨乡路交界口红绿灯处（三角梅主题公园）至兴梅公寓处，有许多无证占道经营的水果商贩，在路边
私自搭建帆布篷和铁皮棚，并且把垃圾直接扔在树里，破坏绿化草地和树木。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二）兴梅公寓对面，在蓝色铁皮内有两家烧烤摊，其中一家没有招牌，晚上露天卖烧烤，油烟污染严重。反映情况基
本属实。
（三）群众反映的是万宁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工程项目，由原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组织实施。2006年经市
发改部门同意立项，2009年实施建设，2010年1月经原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该项目设计
处理规模为2000吨／天，主要采用人工湿地的处理模式对兴隆墟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自2010年投入使用至今均
有专门人员对该湿地进行日常管理，并定期对项目进行维修，一直以来该人工湿地运行正常。近期，由于兴隆发展
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兴隆墟生活污水收集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建设老咖啡厂污水过河连通工程，在人工湿地旁边建设
污水收集池，因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黄土废水流进人工湿地集水池中造成格栅、抽水泵及管道堵塞，导致人工湿地不
能正常运行。2019年8月4日，实地核查发现该湿地的污水处理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无法正常运行，我区立即将此情
况反映给市生态环境局，并组织人员立即抢修，2019年8月6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人员对人工湿地相关设施进行
抢修，清理了集水池及管道中的黄土，设施已恢复正常运行。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四）海榆东线兴隆墟镇南段市政改造工程项目污水工程现已基本完成，兴隆G223国道太阳河老咖啡厂门口至兴
隆怡然咖啡厂门口路段属于该项目改造建设范围内，该路段两侧的居民生活污水现已接入该项目污水管网系统，并
且该污水管网已接入兴隆国道二桥旁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待正在施工的太阳河整治工程污水管网建成连接后，该区
域的污水将全部由兴隆旅游度假城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经核实，莲兴西路太阳河大桥旁边的排水口是雨水排水
口，不是污水排污口。反映情况不属实。

自接到环保督察移交案件后，由苏子益副市长亲自带队，市科工信局、市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兴隆区管委会
有关领导立刻前往万宁市兴隆镇合口大桥兴隆道班附近，对群众举报的情况开展调查并查阅相关材料。1.经查，被
举报的“万宁市兴隆镇合口大桥兴隆道班附近的有一钛矿厂”实为海南中钛矿业有限公司，具有的工商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690067603959301，该公司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被举报，受理编号为X23008，由原
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现市生态环境局）下达停业整改通知，责令海南中钛矿业有限公司停业整改。经调查组现场核
查，该厂已向中国南方电网申请自2019年6月23日至2019年12月22日停电，厂区内无矿石和燃料并且生产线上
冲洗矿石的喷水管道已经被破坏，不具备继续生产的条件，不存在“晚上使用锅炉烧烤钛矿，冒出大量的白烟，铲车
噪声扰民，清洗矿品时污水会偷排至太阳河，原材料矿砂露天堆放”的情况，反映情况不属实。2.经查，“几天前在大
门上写上了拆字”情况属实。经调查组现场了解，拆字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标注，根据《万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关于核实第十九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事项办理情况的复函》（万自然资函
〔2019〕364号）文件提供的材料，该企业约三分之一厂区坐落于我市《万宁市生态保护红线区规划》的海南省防洪调
蓄二线红线区内，由市生态环境局（原市环保局）对海南中钛矿业有限公司位于防洪调蓄二线红线区内的厂房及其
他设施，责令该企业限期内自行拆除，如若企业限期内未履行到位，则按照职能范围和工作要求，制定拆除方案，报
市政府批准后限期予以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

（一）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方市2018-2019年退塘还林（湿）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府办〔2018〕
56号）任务要求，感城镇计划两年完成退塘还林（湿）1070.73亩（其中2018年任务590.7亩，2019年任务480.03
亩），感城镇政府在2018年期间因开展“漏评”“错退”大排查工作，该镇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且负责退塘还林的
人员为驻村工作队队员，造成退塘还林工作停留在不动产评估这一阶段，但截止2018年12月31日，感城镇完成退
塘633亩，超额完成2018年任务。因此，举报内容反映几年没有完成退塘还林任务的情况不属实。
（二）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感城镇根据退塘还林（湿）进度，已完成面积753.73亩（其中完成还湿
50.24亩），目前，感城镇的退塘还林工作正处于稳步推进中
（三）感城镇存在个别养殖户不认可评估公司评估价的情况，因此感城镇政府退塘还林不彻底属实。

（一）该厂在原废弃砖厂上重新建设了两处生产区和一处宿舍区。厂内有一套加工设备，五个清洗池，且卫生状况较
差，存在生产材料堆放的情况；
（二）该加工厂私自接通电源供宿舍区使用，但厂房区处于停产状态，厂内生产设备上已布满灰尘及蜘蛛网，未发现
有生产的痕迹。
（三）经8月3日回头看，该加工点已经断电，厂内冷却池已拆除，生产材料已运走，生产设备正逐件拆除，厂内环境
卫生未清理，该厂负责人承诺将在8月5日拆除清理完毕，经金江镇工作人员8月5日再次回头看，该厂已拆除生产
设备并已对厂内卫生进行清理。

（一）因相关项目建设需使用铂锐石场项目土地，为了尽快推动相关项目实施，2019年2月26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与铂锐公司签订了《澄迈县永发镇潭塘村建筑用玄武岩石料（一期）采矿权出让补充合同》，根据该合同第三条约
定“乙方保证增加生产规模，加快资源开采速度，于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将采矿许可证范围内
的资源开采完毕”，铂锐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加快资源开采速度，缩短开采时间2年，退出让地给华盛公司异地技改
一期项目，因此该公司开采规模大于20万立方米/年，但不超过采矿许可的矿石资源储量162.01万立方米。
（二）2019年8月5日上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派人对铂锐公司矿山开采范围进行定界测量，未发现矿区越界开采
行为。
（三）石料矿项目已经通过原省环保厅的环评审批和竣工环保验收。
（四）石料矿项目第一条生产线生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但第二条生产线部分屏蔽设施已经损毁。经现场检测，发现项
目场界噪声超标0.045倍—0.12倍，但居民点噪声达标。
（五）石料矿项目验收后第二条生产线才建成投运，尚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估。

2019年8月2日下午15点05分，临高县生态环境局王碧旻副主任科员带领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县环境监测站工
作人员前往临高龙力糖业有限公司调查核实。经查，该公司当前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设备封存保养。循环水池、
SBR生化池内有少量水，周边有轻微异味，因已经停产，无法核实清洗设备产生臭味情况。经查阅该公司2018年跨
2019年榨季生产期间生产监督性监测报告，在生产期间废水、废气的各项指标均在国家标准限值内，没有超标排放
情况。
2019年8月3日上午9点10分，临高县水务局符喜副局长立刻带队前往现场调查，经排查文澜江临城段，下游江水
较上游略显浑浊，无臭味，也无油污漂浮，多莲村生活污水自然排放，最终排入文澜江。
2019年8月6日晚上，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前往滨江公园现场调查，经详细了解，前段时间因为下雨天
气，滨江公园没有播放音乐跳广场舞的情况，当日天气转好，滨江公园娱乐人员增多，现场有播放音乐跳广场舞，但
都于22:30前结束且期间有控制音响音量。
存在的问题：临高龙力糖业有限公司当前处于停产状态，反映情况无法核实；文澜江上游比下游浑浊，多莲村生活污
水自然排放，排入文澜江；滨江公园存在播放音乐跳广场舞情况，但都于22:30前结束且期间有控制音响音量。

2019年8月3日4点50分临高县林业局张华副局长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前往临高新盈镇彩桥村进行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的百亩林地有部分位于儋州境内，位于临高境内属于王余龙林地，王余龙于2018年取得林木采伐证后对林
木进行采伐，采伐林木后未及时种植林木，而是将该地块承包给刘春德，刘春德在承包地块上取土。经临高县森林
公安认定，该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于2019年7月8日立案侦查。
2019年8月3日3点30分临高县林业局张华副局长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前往临高波莲镇和勋村进行调查核实，经查，
临 高 县 波 莲 镇 和 勋 村 风 化 凝 灰 岩 项 目 已 经 取 得 原 临 高 县 国 土 资 源 局 发 放 的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
C4690242017127130145623，该矿区于2018年10月29日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临林地准〔2018〕9号），还
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无主体工程和机械设备，但有部分地表土层已被开挖，但不是项目公司组织开挖，因该矿
区权属归海南鑫鸿达建材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自行处置。近期临高处于雨季，该地块有积水。附近两家砖厂因存在
违规生产实心砖行为被临高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19年7月22日责令停产整改，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2019年8月3日上午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冼宝辉副局长带领第三大队钟俊、符建松等同志，联合临高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皇桐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开展调查工作。经查看，亲仁村、美香村交叉地有被偷挖土地的现象，有
三处土坑，现场没有挖掘工具，因下雨有雨水积留。又前往临高县博厚金牌路田善页岩机砖厂开展现场检查，在
2019年3月,原经营者陈友斌将该砖厂转让给广西中意达投资有限公司，因存在违规生产实心砖行为被临高县工
业和信息化局于2019年7月22日责令停产整改。目前该砖场正在改建中，处于停产状态。没有在美香村、亲仁村
收购黏土的行为。
存在的问题：临高新盈镇彩桥村王余龙林地林木属于合法砍伐，但存在该林地上取土的违法行为；临高县波莲镇和
勋村风化凝灰岩项目所在区域为林地，已取得林地使用许可，并取得采矿许可证，有部分地表土层已被开挖，但不是
项目公司组织开挖，因该矿区权属归海南鑫鸿达建材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自行处置；皇桐镇美香村和亲仁村交界地
有三处土坑，存在非法取土行为，但现场未能找到违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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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针对该处鱼塘排放污水影响九曲水库水质问题，三亚市吉阳区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8
月3日下午到鱼塘进行巡查，并督促塘主于两日内清空鱼塘的鱼苗，待清空鱼苗完，将立即
回填该鱼塘将对该处鱼塘进行回填，预计2019年8月30日前完成。
（二）针对该处鱼塘周边生活垃圾问题，区农业农村局将清理生活垃圾和及时清运干净回填
工作产生的垃圾，避免发生脏乱差环境卫生问题，预计2019年8月30日前完成。
（三）针对鱼塘周边的铁皮棚违法建设问题，三亚市吉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于2019年8月
3日要求户主自行拆除铁皮棚，截止当天下午15时，该铁皮棚户主已自行全部拆除完毕。

（一）由兴隆区对该处水果商贩的占道经营和乱扔垃圾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其乱搭乱建
现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两天内自行整改清理，逾期未整改清理的由兴隆区按照
有关规定依法强制清理。
（二）由兴隆区牵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礼纪镇镇政府共同开展联合整治行动，将涉及乱搭
乱建的违法违章建筑、私设户外广告牌及占道经营的帆布篷和铁皮棚进行拆除，取缔了占
道经营的固定摊点和流动摊点商贩。
（三）由兴隆区与万宁市礼纪镇镇政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执法，责令该处两家露天烧
烤摊进行整改，要求两家烧烤店将烧烤摊移至室内，并安装符合国家烧烤油烟排放过滤净
化处理标准的装置设备，整改未完成前不得继续进行露天烧烤经营；由礼纪镇工商、卫生、
食品和药品监督部门联合验收，符合标准获得经营许可后方可营业。
（四）对群众举报的老太阳河咖啡厂原址上，5年前建了一个兴隆镇污水处理厂这一现象,做
出以下整改：
1、由市生态环境局加强湿地水源地污染防治的巡查和管理，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污水
处理正常运行。
2、在今年10月中旬前，由兴隆区负责将兴隆墟镇的污水纳入新建设的污水管网系统，输送
到污水厂处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五）举一反三，由兴隆区对全区污水管网进行排查，发现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完善污水排
污管网工作。

1、市科工信局将联合多部门加强管控，加大巡查力度，防止死灰复燃，杜绝已被关停的企业
再生产。
2、根据《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和《万宁市生态保护红线区规划》由包案领导苏子
益副市长牵头，召集市科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综合执法局、兴隆
区管委会联合对该厂位于防洪调蓄二线红线区内的厂房及其他设施下达限期拆除通知。
如若企业限期内未履行到位，则由苏子益副市长召集市科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综合执法局、兴隆区管委会按照职能范围和工作要求，制定出该厂的拆除方
案，报市政府批准后限期予以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

1.加大对感城镇的退塘还林（湿）政策宣传工作。
2.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对感城镇进行指导及督察，进一步推进今年的退塘还林（湿）
工作，确保按质、按量完成感城镇2018-2019年退塘还林（湿）任务。

（一）要求该厂房要立即断电，并于当日将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将周边环境卫生打扫干净。
（二）加大周边巡查，一旦发现非法加工点生产且污染环境的情况将顶格处罚。
（三）经复查，该加工点目前已经断电，生产材料已运走，已拆除生产设备并对厂内卫生进行
了清理。

（一）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铂锐公司对越深开采、治理
进度缓慢等问题进行核实和整改。
（二）由县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铂锐公司立即修复第二条生产线相关环
保设施，经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后方能恢复使用第二条生产线。
（三）由县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石料矿项目厂界噪声和矿坑外排水进行监测。
（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向铂锐公司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核实有关问题，目前
该公司尚未反馈核实情况。
（五）铂锐公司正在对第二条生产线加装2台降尘雾炮设施，并对其他各处洒水降尘进行维
护、修复，同时在谋划修复鄂破机、筛分机等强噪声源屏蔽设施。
（六）待县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出炉后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一）将在临高龙力糖业有限公司2019年跨2020年榨季生产时对信访事项涉及的废气和
废水进行采样监测核实。
（二）实施临城镇多莲村污水截流并网工程。建设污水干支管10351米，入户管4000米及
升级改造部分化粪池，纳污入管水量约200 m3/d。待文澜江沿岸污水治理工程投入使用验
收后，开展文澜江水质监测。并根据水质情况做进一步的排查工作。
（三）向滨江公园内跳广场舞等人员进行教育并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同时要求跳广场舞等人员在每晚跳舞期间将音响的音量调小，不得影响周围居民正常
作息，严格按照作息时间娱乐健身。继续对滨江公园一带的进行巡查，利用15日的时间引
导娱乐健身群众控制音乐音量，营造舒适的娱乐健身氛围。
目前，临城镇多莲村污水截流并网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要求跳广场舞等人员在每晚跳舞期间将音响的音量调小，对滨江公园一带的
开展巡查，积极引导群众合理娱乐健身。

（一）关于在临高新盈镇彩桥村林地上非法取土行为，临高县森林公安局已立案侦查。
（二）皇桐镇人民政府对该地区因非法采土造成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土地进行平整复绿。
（三）加强该地区巡查力度，对附近村庄加大宣传教育。举一反三，在全县开展打击非法采
土专项行动。
目前，临高新盈镇彩桥村林地上非法取土行为涉嫌处罚刑法立案调查，案件正在侦查中；皇
桐镇人民政府正在组织开展土地平整复绿工作，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在开展打击非法
采土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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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企业文化年
会在京召开。大会表彰了 2018-
2019年度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成果，康
芝药业荣获二等奖，康芝药业董事长
洪江游荣获优秀成果主要创造人奖，
康芝药业海南总厂总经理高洪常荣获
优秀成果参与创造人奖。

本次年会以“把握新时代文化脉
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

“新形势下企业如何牢固树立文化自

信”“企业党建文化”“新时代企业文化
传播与落地”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了解，全国企业文化年会每两
年举办一次，是中国企联的重点品牌
项目，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知
名度。会长王忠禹作主旨报告，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于吉发布2018-2019年度“全

国企业文化优秀成果”名单。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驻会副会
长尹援平作2018-2019年度“全国企
业文化优秀成果”点评。

据悉，作为国内知名儿童大健康
上市企业，康芝药业主营业务涵盖儿
童药品、生殖医学医疗、妇儿健康医
疗、婴童康护用品等领域，是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该公司秉承“诚善行药、福
泽人类”的企业宗旨，奉行“真诚、关
爱、创新”的企业精神，积极践行“儿童
大健康战略”和“精品战略”，致力于成
为中国儿童大健康产业的领航者。

在实践中，在洪江游董事长的带
领下，康芝药业不仅注重以技术引领
进步、以创新驱动发展，也注重以文

化塑造价值、以文化凝聚力量，逐渐
形成具有康芝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
并将康芝文化融入到企业生产、管
理、营销、研发的各个方面，有力提升
了企业凝聚力，为把握新时代文化脉
搏、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动力，推动公司实现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的发展。

康芝药业荣获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上接A01版
抢抓机遇，文昌市高标准完成了《海

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概念性规划》和《海南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概念性规划》编
制，并设立了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
局，抓紧筹备组建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
管理平台公司。

今年以来，作为文昌国际航天城起
步产业孵化区，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大数
据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正有条不紊地推

进中。目前，文昌航天国际影视中心、
杭州数亮科技公司等一批航天数字经
济产业项目已落地进驻，中科院计算
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联
想集团等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均表示
有意向落户文昌，计划建设文昌国际信
息技术研究院、航天离岸数字版权交易
中心等。

文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桥表
示，文昌将紧紧围绕“打造航天领域重

大科技创新基地”战略部署，在高新技
术产业和旅游业创新发展方面狠下功
夫，争取商业航天发射项目和国家重
型运载火箭总装总测厂房项目等落户
文昌。

助力生态环保

打开电脑，点击大数据服务平台，文
昌市地图映入眼帘，全市辖区被划分为

多个责任网格，每个网格都有相应的工
作人员。网格工作人员通过手机APP
平台，连接电脑“中枢”，可及时对地面
实施监控……这是航天大数据在文昌
的应用。

今年1月，我省首颗商业遥感卫星
“文昌超算一号”成功发射。依托卫
星“天眼”，文昌市率先试点应用资源
环境监测监管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发
了河长制 APP、两违整治 APP、生态

环境监管系统、打击非法采砂监管系
统以及全市三防与智慧水务监管智慧
系统，借力航天科技，呵护蓝天碧水。

“‘文昌超算一号’与多颗长光卫星
组网，可实现超大海域的快速覆盖，及时
获取海域精细基础信息，围绕生态监测、
海洋资源勘探等工作，提供全方位的遥
感数据和产品服务。”海南聚能科技创新
院院长邢青涛说，卫星遥感大数据助力
环保的做法，文昌率先探索了经验，将来

在整个海南甚至全国范围，都可以推广、
复制。

文昌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文
昌将用足用好省政府关于支持文昌国
际航天城建设的七大政策，紧紧围绕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要求和目标，
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理
念，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建设。

（本报文城8月11日电）

航天“引擎”助推文昌提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