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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美兰区琼山大道 289号嘉华
汽车城的 7 家 4S 汽车店（北京现
代、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大众汽
车、雷克萨斯、福特、东风日产）的
烤漆房没有环保净化设施，喷漆
的有毒气体直排，琼山大道没有
市政污水管网，洗车污水直接排
到路面。

文昌市蓬莱镇大杨村委会北埇村
奔鸿石场违规作业，是 2017年中
央第四环保督察组移交文昌的第
十一批群众举报件，至今该采石
场未按照当时的整改要求拆除生
产设备，反而扩大规模继续生产，
无环保措施，发出的噪声严重扰
民。

琼海嘉积镇温泉万石坡新城琼海
财隆建材有限公司粉尘污染严
重，堆积大量来源不明海砂。生
产时机械噪音明显，烟囱有黑烟
冒出，破坏生态环境。

1、琼海市嘉积镇黄崖村委会大队
一砖厂，粉尘污染严重，一听到有
检查的风声就马上暂停，过后又继
续。三十多年以来从农田里、坡地
上挖土烧砖，造成很多坑洞、破坏
农田坡地。2、村路口占用坡地大
面积堆放碎石河沙，扬尘很大。3、
2018年6月7日，被查到两处砖窑
用柴火烧砖，进行查封，没过几天
又继续生产。

万宁市和乐镇郑丰村委会高龙村
将五十亩防风林非法卖于万宁海
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用于建设养
殖基地，养殖废水通过沙滩直接
进入大海，沙滩和海水遭到污
染。该企业还在沙滩上随便挖井
20多个。曾向相关部门举报，未
解决。

澄迈老城开发区白莲建全建材有
限公司占地 40 亩，其中 5 亩左右
为基本农田和耕地，其他为林地，
无报建和规划审批，球磨机和破
碎机都在深更半夜开机作业，产
生很大噪音，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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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5日15 时，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曾柱带队，会同灵山镇政府和美兰区市政维修中心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逐一检查北京现代、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大众汽车、雷克萨斯、福特、东风日产等7家4S店排水情况以及喷漆房有无安
装净化器等环保设施，随后沿途查看琼山大道市政污水管网建设情况，走访周围群众以及周边企业了解琼山大道排水
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嘉华汽车城内的 4 家 4S 店（广汽丰田、广汽本田、雷克萨斯、大众汽车）共用一个污水管网，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用于洗车，剩余的用于绿化灌溉，符合环评要求。现场检查时，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广汽丰田、广汽本
田、雷克萨斯均设有烤漆房，烤漆房均安装净化器，烤漆房产生的废气经过净化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现场检查时
净化装置正常运行。大众汽车正在装修，未正常营业。现场未发现 3 家 4S 店有污水乱排和喷漆废气直排的现
象。举报情况属实。
2.琼山大道的其他3家4S店调查情况。
（1）东风日产 4S店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接入顺达路一体化污水处理站。现场检查时，其自建污水处理站
设施正常运行，已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编号：琼Hmqt字第 2018021号），现场未发现该企业污水乱
排放。维修车间设有烤漆房，烤漆房产生的废气经过净化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现场检查时净化装置正常运行。举
报情况属实。
（2）北京现代4S店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绿化灌溉，目前自建污水处理站故障正在维修，污水存放在蓄水
池中。该店设有烤漆房，烤漆房门口紧闭，房门上贴有琼山区人民法院封条（因该4S店“未验先投”，2017年4月20日美
兰区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店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编号：美环察罚决〔2017〕73号，责令停止经营。后移交琼山
法院查封并结案），封条完整无缺，烤漆房无使用迹象，举报情况属实。
（3）福特 4S店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绿化灌溉。该店设有烤漆房，烤漆房产生废气经过净化装置处
理后高空排放，现场检查时净化装置正常运行。根据 2018 年 4 月 28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该店办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登记不含烤漆作业，举
报情况属实。
3.由于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市政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企业排放污水存在困难，多数采取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污水，未发现有企业洗车污水直排现象。经走访群众和企业了解，琼山大道两侧修建排水沟用于琼山大道排放雨
水，由于排水渠过于简陋，琼山大道常有积水影响出行，举报情况属实。

2019年8月5日接到交办件后，包案领导常务副市长郑有雷立即召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蓬莱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研究部署。8月6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鸿山副局长组织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韩丁、欧大涛、黄远典、市生态环境局谢东亮、李川、蓬莱镇人民政府林太等人员到现场针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进行
进一步核查。
经核实，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奔鸿公司已于 8 月 28 日完成对全部机械设备拆除的工作，停止生产并进行整
改，申请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于 2018年 5月 4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后才恢复生产，配套有除尘器、洒水器、
雨水沉淀池、化粪池、建筑阻墙、危险固废物贮存室等，周围有林木也起到绿化和减弱噪声传播的作用。现场核查
时，市生态环境局要求该碎石厂开机检测，生产机器与环保措施均能正常运行，未发现存在违规作业的行为。经
海南海沁天诚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分别于 2018年 7月 2日至 3日、10月 24日至 25日、2019年 3月 10
日至 11日、2019年 6月 29日至 30日对文昌奔鸿实业有限公司碎石厂项目废弃、噪声进行采样检测，该厂无组织废
气及噪声的检测评价均为达标。

2019年8 月 5 日 16 时，由琼海市科工信局、琼海市生态环境局和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琼海财
隆建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一是针对反映粉尘污染严重情况：1）该企业于 2018年 5月投入 6万元购买福田小
卡之星 5 立方洒水车；2）该企业于 2017 年投入 4 万多元购买雾化除尘降温设备，并花费 3.8 万元安装设备，共安装
喷头 149 个。现场检查喷头正常运行，没有发现粉尘污染严重情况。二是针对堆积大量来源不明海砂情况：现场
检查发现该企业有沙子和石粉堆放在厂区内，该企业提供了向琼海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嘉积镇人民政府购
买河沙的收据和付款凭证以及购买石粉的收据，没有发现大量来源不明的海砂情况。三是针对生产时机械噪音
明显情况：该企业提供由海南三艾尔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琼海财隆建材有限公司生产加气砖、灰
砂砖项目》检测报告显示，按照项目东侧、南侧、北侧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值；项目西侧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4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值的执行标准，噪声检测结果在昼间和夜间都是达标。四是针对烟囱有黑
烟冒出情况：现场核查发现该企业正常生产，锅炉也正常运行，并没有发现烟囱冒出黑烟现象。按照琼海市环境
监测站 2019年 6月 24日《琼海财隆建材有限公司》监测报告显示，烟气黑度<1，在用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GB13271-2014）的标准限值内。

2019年 8月 5日 15时，由琼海市科工信局、琼海市生态环境局、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嘉积镇政府组成联合调
查组对上述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一是针对琼海市嘉积镇黄崖村委会大队一砖厂，粉尘污染严重，一听到有检
查的风声就马上暂停，过后又继续。三十多年以来从农田里、坡地上挖土烧砖，造成很多坑洞、破坏农田坡地的情
况：由于违规用地，经过市相关职能部门对其讲解相关政策法规后，琼海嘉积上埇永旺灰砂砖厂已在 2019 年 5 月
自行拆除全部生产设备，不再生产。在厂区也没有发现坑洞、破坏农田坡地的现象。二是针对村路口占用坡地大
面积堆放碎石河沙，扬尘很大的情况：现场检查没有发现该地方堆放碎石河沙现象，经询问村委会人员得知，自从
2018 年起我市河沙规范管理后，该地点不再作为河沙和碎石堆放点。三是针对 2018 年 6 月 7 日，被查到两处砖窑
用柴火烧砖，进行查封，没过几天又继续生产的情况：琼海嘉积上埇永旺灰砂砖厂已在 2019 年 5 月自行拆除全部
生产设备，不再生产；卢传江经营的小型传统青砖手工砖瓦厂于在 2018年 12月 18日拆除窑灶平整场地，并在 2019
年春节前种上椰子树植被复绿。

（一）群众反映的万宁和乐镇联丰村委会高龙村将五十亩防风林非法卖于万宁和乐旭盛种养专业合作社用于建设养
殖基地的问题，经市林业部门和和乐镇政府对该合作社及当地群众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是：1、该合作社养
殖基地在 2014年 8月 20日之前，即 1999年至 2011年之间的 12年，高龙村村民小组群众已将该地发包给别人种植西
瓜，但从 2012年开始由于西瓜种植经济效益不理想，导致该地无法发包，从 2012年至 2014年 6月该地处于撂荒状态，
并不是群众反映的地面上存在 50亩防风林。2、2014年 6月，承包方赵旭等 8人到联丰村委会提出承包高垅村土地建
养殖基地养殖东风螺等海产品。就承包一事，联丰村委会组织召开了村党支部委员会、两委干部会、高龙村党员代表
大会和高龙村村民小组会议一致同意承包该地。 2014年 8月 20日，高龙村村民小组和该合作社 8位成员分别签订
《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建养殖基地至今，并不是群众反映非法卖于该合作社。同时，该合作社养殖基地经实地测量
面积实为 48亩并套合《万宁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林地控制线），其中 1.6亩属于Ⅲ地林地；46.4亩属于非
林地。综上所述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二）群众反映万宁和乐旭盛种养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废水通过沙滩直接进入大海，沙滩和海水遭到污染的问题，经市
生态环保部门现场核查，该合作社主要养殖东风螺和石斑鱼等，所产生的养殖尾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通过排水管道排
入外海，反映情况属实。
（三）群众反映万宁和乐旭盛种养专业合作社在海滩上随便挖井20多个的问题，经市海洋主管部门现场核查，该合作社
为了养殖需要不断更换养殖用水在海滩上挖井20个的问题，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一）经核实，该司项目未办理用地、报建等手续。根据该项目测绘图，经核对《澄迈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批
复版)，该地块总占地面积约为 29.41亩，用地性质为：自然保留地约 21.58亩，基本农田约为 7.79亩，一般耕地约为 0.04
亩，均为非建设用地。
（二）根据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4-15日对该公司项目厂界噪声进行采样监测，《监测报告》（国为监
字2018-YS-053号）显示，厂界4个监测点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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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2019年8月5日，区生态环境局已委托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
开发公司对嘉华汽车城（广汽丰田、广汽本田、雷克萨斯、大众汽
车）、福特4S店的污水处理站污水进行检测。北京现代4S店污水
处理设施在维修未排水。东风日产 4S店污水接入管网并取得排
水许可。同时对广汽丰田、广汽本田、雷克萨斯、东风日产和福特
等5家4S店的烤漆房废气进行检测。北京现代烤漆房已查封，大
众汽车正在装修未使用。下一步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区生态环境局
再依法做进一步处理。
2.2019年8月8日10时，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现场已将福特
4S店烤漆设施查封。
3.经向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了解，2019年7月18日，海口市已启动琼
山大道市政化改造。琼山大道市政化改造北起新琼片区棚户区琼
山大道改造段，南至新大洲大道，道路全长4834.32米，规划红线60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排水工程、电力管道工程等。项目建成后将
完善江东片区整体路网，预计2020年7月完工。

（一）2019年8月6日现场核查时，市生态环境局要求该碎石厂开机
检测环保措施是否正常运行，同时委托海南海沁天诚技术检测服
务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现场对该碎石厂的噪声进行检测，但该厂
当 天 未 进 行 正 常 工 况 作 业 ，无 法 进 行 有 效 的 检 测 。

（二）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继续加强对该厂的环境监管，并要
求检测单位在该厂生产期间择时进行检测，蓬莱镇政府充分发挥
属地政府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作用。

针对举报问题，经现场检查和查阅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该企业无
粉尘污染严重情况；生产用沙子和石粉能提供购买河沙的收据和
付款凭证以及购买石粉的收据，没有发现大量来源不明的海砂情
况；根据2018年5月噪声检测报告显示，噪声检测结果在昼间和夜
间均为达标；2019年6月24日检测报告显示在用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值的标准限值内。

经现场核查，未发现堆放碎石、河沙，产生粉尘污染现象；琼海嘉积
上埇永旺灰砂砖厂已拆除厂房和全部生产设备；卢传江经营的小
型传统青砖手工砖瓦厂已拆除窑灶，平整场地，并已种上椰子树植
被复绿；此信访件情况不属实。

（一）组织第三方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对该养殖基地进行测绘，套核
《万宁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判定具体“三区”位置。如果处于“禁
养区”，将按照有关整治要求限时退出，对其所有取水井依法拆除，
恢复岸滩原状；如果处于“养殖区”，则要求其限时对取水井等养殖
取水设施进行整改，取水井面盖下降地表面0.5米，并用海砂全部
覆盖井面，不得擅自改变岸滩原状及环境，依法办理水域滩涂养殖
证。（完成期限：2020年12月底前）
（二）要求该养殖基地建设相应处理日排尾水量的养殖尾水净化
池，尾水经过净化池净化达到海南省地方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后方
可排放。
（三）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基地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基地限
期 90天内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并立即整改。逾期不整
改，将依法做出处罚。

（一）2019年8月7日，老城镇人民政府向海南建全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下达了《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司立即停产，
清理原料、产品、设备，并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
状。
（二）由于该司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约为7.79亩，数量较大，老城镇人
民政府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该司破坏耕地的情况进行鉴定，若
鉴定结果显示由于该司行为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毁坏的，将依
法依规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三）若该单位在 2019 年 9 月 6 日前未自行拆除该厂区内所有
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状，老城镇人民政府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海南省城乡条例》第七十
七条、《海南省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
处置。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广告

文昌市罗豆农场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监理）
中标公示公告

文昌市罗豆农场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监理）（项目编号：
hizw20190719004），标段名称：项目本身，于2019年08月12
日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郑州河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君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
人：海南隆鑫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详细公告信息在全国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平台公
布，请各投标单位自行查看。联系人：云工0898-63330685吴
工0898-65826263

衡正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08月15日

关于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告
我单位员工黄海燕、潘益旧已于2018年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尚未办理退休手续。我单位于2019年7月
30日分别向黄海燕、潘益旧公证保全邮寄送达《终止劳
动合同通知书》各一份，EMS 邮件单号分别为
1143261244778、1143261243378。现我单位登报公
告终止与黄海燕、潘益旧的劳动合同关系，请黄海燕、
潘益旧在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配合办理
退休相关手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8月15日

一、招租标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金海路22号金叶宾馆，
建筑共五层，每层建筑面积654.6m2，建筑面积共3273.00m2，竞租
底价55682元/月。

二、租赁期限：五年。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8月28日(工作日)，有意竞租

者请前往陵水烟草营销部办公楼三楼综合办公室登记报名，我营
销部将提供《竞租规则》和《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并于8月28日上
午10:00组织统一实地看楼。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金海路22号，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83322998。

四、竞价时间：2019年9月10日上午9:00
五、竞价地点：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烟草营销部三楼会议室
六、报名条件：有意竞价者，在报名期间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单位名义参加竞租的，须提供营
业执照原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书。

七、保证金：宾馆的竞租保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保证金不计利
息，竞租者须按在报名期限内交纳，否则不得参加竞租，竞租者需凭
保证金存缴交凭证到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陵水营销部三楼综
合办公室领取保证金收据。竞得者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竞得
者全额退还保证金。如竞得者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账户：开户单位：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海南分行
银行账号：21-751001040011131
八、备注：宾馆不得用于经营下列项目：餐饮业、歌舞厅、卡拉

OK、KTV、网吧、诊所、美容美发、保健、农药化肥产品等有害化学
品、易燃易爆物品、焊接、榨油及噪音较大的加工业务等，以及国
家明文规定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

九、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陵水营销
部所有。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金海路金叶宾馆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