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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南渡江隧道项目施工方
借挖航道名义在南渡江及出海
口进行非法采砂上岸销售，有
多个上砂点，没有办理采砂
证。该项目处于南渡江主干
道。

三亚嘉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海口广丰源汽车维修有限
公司、一汽海南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太平洋保
险各地分公司等企业不按危险
废物管理要求，将废旧汽车蓄
电池、废机油、废旧汽车尾气净
化剂、废制冷剂等随意堆存、出
售，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隐患。

光大环保垃圾焚烧发电厂距离
南岛农场最近的居民点约 500
米，白天未闻到明显烟臭味，夜
间烟臭味明显。

三亚市崖州区龙港社区居委会
存在非法开采河道砂土，并违
规挖土围塘破坏海岸线。1、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
没取得采砂许可证下，使用抽
沙船在三沙项目港内进行偷砂
采砂，港口约 700 亩的河砂被
盗取强采，抽沙深度约8米，目
前龙港社区辖区内宁愿河口还
堆放多个未来得及运走的沙子
堆，露天堆沙严重污染环境。
2、在三沙供给站对面即海岸线
300 米范围内抽砂挖虾塘，非
法霸占公共海域面积约40亩。

三亚和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非
法采挖三亚天涯区扎南村铁矿
资源，严重破坏生态。

儋州德大采砂有限公司违规在
儋州海头镇枫根村采砂，导致
该村碧灌河道改变、河床降低、
水井水位降低、干枯；采砂造成
河道严重破坏、改道，破坏周边
生态。村民多次反映，未得到
解决。

琼海市龙江镇南政村万泉河边
有一个由琼海市政府批准的采
砂企业，将万泉河边约 200 亩
的椰子林、竹林、红树林砍伐后
进行挖砂。向 12345 投诉，未
解决。

华润集团在对石梅湾开发的过
程中，对青皮林保护区的生态
环境未履行保护的义务。对海
田溪入海口的湿地、游艇会附
近的溪流进行填海造地，造成
两栖动物消失，影响鱼类洄
游。在大面积的开挖山体过程
中，破坏了部分野生树木，开发
地块边界距离青皮林不足 200
米；开山过程中使用爆破开挖，
影响保护区的动物。填埋造
地、开山毁林对保护区的动植
物造成严重影响。艾美酒店到
游艇会、直升机停机坪沿途海
岸线，有 4-5 处生活污水暗排
口，怀疑是酒店的污水未经处
理就直接排放。

叉河镇红林农场八队的海胶集
团金林橡胶加工公司、昌江金
达乳胶制品有限公司，距离居
民区约 1 公里，生产臭气对周
边居民产生影响，排放废水带
有臭味，未处理达标就排放到
石碌河。

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临高金牌经济技术开
发区非法盗采海砂、洗砂，无任
何环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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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8日15点30分，美兰区水务局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灵山镇政府、白龙街道、海口城建集团、海口城投集团等多部门到现场对办件内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报告如下：
该投诉点为海南省重点项目“海口市文明东越江通道”工程,该道路西起文明东路与白龙路交又口,下穿滨江西路、南渡江至江东新区,终点位于东横二路琼山大道交叉口，项目全长4380米,隧道
段全长2720米。
（一）项目合法性
海口市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为省重点项目工程，由海口市政府立项，经海南省水务厅、中央生态环境部、中国海事局等多部门审批、许可，即：1、《海南省水务厅关于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防洪评估
的审查意见》（琼水审批〔2018〕27号）；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颁发的《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
施工方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政府相关批文、许可等文件对文明东越江通道项工程进行合法施工，并非非法采砂，举报问题不属实。
（二）项目疏浚物情况
由于该项目疏浚物含有南渡江砂石，为了更好的利用国有资源，由海口市人民政府对国有资源再利用进行处理部署，2019年5月27日,2019年6月14日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海口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海口市场项目范围内砂石料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海府办〔2018〕297号）的文件规定向业主单位市城投公司发函《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明确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
疏浚物及基坑土方处理处置的上岸泊位码头的函》（海城建函〔2019〕120号）号及《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防洪航道疏浚物及基坑土主处理的回函》（海城建函〔2019〕
103号）等文件要求，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的疏浚物及基坑开挖外弃物交海口城建集团负责处置，由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将疏浚物运输至海口市建集团指定的码头,做好交接台账记录,
由城建集团负责将疏浚物从船上抽上岸堆放管理处置。
（三）疏浚物临时堆放点、砂石及转运情况
被投诉砂点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外堆村“如意岛预制厂”旁的集体土地，2018年11月25日，海口城建集团与灵山镇东和村委会外堆村租赁该土地，土地使用面积约8.5亩。目前文明东越江
通道项目总疏浚量约120万方,基坑开挖废弃物约60万方,总计180万方的量。该临时上岸堆放点可容纳疏浚物3万方左右的。需转运时，由6方单位共同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对每一台外运疏
浚物车辆进行确认过磅登记后、(地磅会自动生成序列号、日期、时间、车辆号、载重量信息),运输至海口城建集团指定的桂林洋东排村临时堆放点。临时堆放点都设有保安、监控、办公室等设备，
載止7月25目前,在外墩村已接收过江通道项目疏浚物约27344立方。
根据海口市规划局《关于继续加强项目范围内砂石土执法监管工作的函》（海资规〔2019〕805号）文件要求，砂石料属于国家资源,严禁项目单位对外销售或倒卖,应有海口市城建集团实施统一堆
放、运输、管理”。美兰区水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灵山镇政府、白龙街道等单位现场核实砂石管理台账，未发现出售砂石情况，举报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投诉海口市南渡江隧道项目施工方借挖航道名义在南渡江及出海口进行非法采砂上岸销售，有多个上砂点，没有办理采砂证问题，举报不属实。

1.三亚嘉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拆解作业区地面已硬化，危险废物的贮存场所有废电池暂存间和废机油暂存间，现场均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和灭火器放置点，已建立危险废物贮存
台账，在废机油暂存间内建有隔油带，防止废机油泄漏。该公司已与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编号：YW-HY-G19-045）。危险废物交由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60000735816510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为（S469026007）处置。

2.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海口的报废汽车回收临时存放点经营过程中主要产生废铅蓄电池、废机油并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规定收储处置。现场存有少量报废汽车尾气
净化剂，未放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废制冷剂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该公司在琼海市嘉积镇泮水乡农场设立报废汽车回收点。仅对废旧汽车进行回收、储存和外运，不涉及拆解和加工。
未发现有机动车拆解行为，未发现有废旧汽车尾气净化剂、废旧制冷剂等随意堆存、出售。

3.海口广丰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该公司汽修厂已被拆除，无经营场地，长期未开展维修经营业务，在运政系统中该公司经营许可已过期，已作停业处理。
4.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该公司已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进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登记，已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设有危险废物暂存间，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将产生的危

险废物分类存放。该公司分别与海口保时达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和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按照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将产生的废废铅酸蓄电池交由海口保时达物资
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交由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处置。有处置合同和转移联单。检查现场未发现该公司将危险废物随意堆存、出售。

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三亚市、保亭县各地分公司（共9家）：各保险公司不存在废旧汽车蓄电池、废机油、废旧汽车尾气净化剂、废制冷剂
等随意堆存、出售的行为。

（一）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二、三期工程均已办理环评手续。该公司废气处理采用脱硝（SNCR）、半干法烟气净化装置，干法烟气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除尘器
等环保设施，生活垃圾焚烧炉废气排放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根据该公司提供的2019年2月至8月第三方检测报告，无组织废气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8-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空气中的二噁英监测结果符合日本环境标准，2019年有两次委托第三方监测恶臭，均达标。随后组织参会相
关废气排放单位实地走访了南岛居先峰队，该居民点现有31户农场职工，距离第三期扩建工程约300米，属环境敏感点，按环评批复要求应搬迁安置。
（二）8月9日上午周燕华副市长召开“研究光大发电厂恶臭扰民环保问题相关事宜”会议，参加部门有市住建局、天涯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南岛居、市水务局。针对第三期扩建项目工程，环境
敏感点不足300米，不符合环保要求卫生防护措施问题，要求市住建局8月15日之前制定搬迁安置方案。

2019年8月8日上午，崖州区政府组织区海洋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区委宣传部、崖州国土分局、龙港社区居委会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及
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1.经走访周边居民，2019年该区域未发现违法采砂行为。2.三沙供给站对面海岸3个虾塘，是养殖户利用海水倒灌形成的河
口进行围拦而形成虾塘，不存在抽砂挖塘、非法霸占公共海域情况。检查当日，3个虾塘均已停养，为无主虾塘，其中一个虾塘已挖开通道，让海水回流入海。
2019年8月9日下午，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综合执法局、区海洋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区委宣传部、崖州国
土分局、龙港社区居委会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
2019年8月10日，1.崖州区政府组织清洁工作人员和船只对虾塘内的垃圾进行清理。2.崖州区综合执法局对裸露砂堆进行覆盖。3.崖州区综合执法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三亚信义实业有限公
司到虾塘现场查看评估，拟对三个虾塘的纵段挖通，使其流通，恢复自然的水体交换，避免再次出现养殖户在该处围拦养殖的情况。

经调查,投诉核实情况如下：
三亚和利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开采的红石铁矿项目位于三亚市高峰扎南村，该铁矿取得了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多次延期，自1996年起到2018年10月，该公司均获得了采矿资

格。因该公司开采铁矿未办理环评手续，原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于2014年11月对该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责令该公司停止红石铁矿项目的开采，并处罚款5万元，该公司存在未办环评非法
开采的行为。该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后，足额缴纳了5万元罚款，停止开采至今，现场检查未发现开工情况。由于该项目靠近宁远河雅亮桥和大隆水库，我市调阅三亚市环境监测站的监测结果
显示，近三年宁远河雅亮桥和大隆水库水质均符合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未发现该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的行为。

（一）2019年8月8日下午，市水务局会同海头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经调查该枫根 II砂场是经过规划划定的可采区，可采区在枫根村的上游，距村庄约有1公里左右，不存在有河道改
变、河床降低、水井水位降低、干枯、采砂造成河道严重破坏、破坏周边生态等问题。
（二）该枫根 II砂场2018年9月13日到期停业后，已把所有的采砂船及设备调离现场。2018年底，市政府己对该河段进行生态修复。目前经巡查，该河段没有发现偷采砂行为。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琼海市龙江镇南政村万泉河边有一个由琼海市政府批准的采砂企业”情况，实际是由琼海市政府批准，由琼海市城投公司实施的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至溶沐外村段
河段河道疏浚工程。相关情况如下：
万泉河流域呈带状，部分河段（尤其是当前我市疏浚的万泉河龙江镇蓝山村河段）从未进行有效的疏浚活动，河道沿途沙洲及边漫滩淤积严重，造成河床升高、过水断面缩窄，当台风暴雨来临，极
易造成万泉河上游石壁镇、龙江镇两岸洪水泛滥、河岸坍塌，河道两岸的居民饱受洪灾危害。2018年以来，鉴于万泉河流域日益严峻的防洪形势，为加强我市万泉河河道管理，改善河道水生态环
境，维护正常水事秩序，保障河道行洪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市决定实施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至溶沐
外村段河段河道疏浚工程，同时将疏浚出的河砂向市场供应，保障河砂市场稳定。为规范河道疏浚工作，2018年2月，琼海市人民政府分别印发了《琼海市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至溶沐外村段河
道疏浚实施方案的通知》、《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至溶沐外村段河段河道疏浚工作的通告》。2018年3月，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至溶沐外村段河道疏浚正式启动，截至目前，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
至溶沐外村段河道疏浚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左右。
针对举报人反映的“将万泉河边约200亩的椰子林、竹林、红树林砍伐后进行挖砂”问题，经我市水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场调查核实，我市疏浚河道所在的河段高程低于历史最高洪水位，属
于河道管理范围，且该河段由于河道淤积，已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对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威胁，为保障防洪安全我市在该河段开展疏浚。此外，在现场土地上调查中可见极少量当地群
众种植的玉兰笋（竹）、几株椰子树，以及自然生长、稀疏分布的水柳、雀肾树等杂树杂灌，没有红树类植物（红树只适宜在河海交汇的环境生长存活）。因此，举报内容提及的“将万泉河边约200
亩的椰子林、竹林、红树林砍伐后进行挖砂”问题不属实。
针对举报人反映的“向12345投诉，未解决”的问题，我市水务部门针对河道疏浚方面的投诉都进行了受理，并按规定答复给了举报人。
综上所述，以上信访件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部分属实。

2019年8月9日下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吴臻带领市资源规划局孙基伦、市环保局潘少云、陈少宁和青皮林自然保护区的王运平等人，对信访件反映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具体核实情况如下：
（一）对群众举报反映华润集团在对石梅湾开发的过程中，对青皮林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未履行保护的义务，对海田溪入海口的湿地、游艇会附近的溪流进行填海造地，造成两栖动物消失，影响鱼
类洄游的问题的调查。经核实，在华润公司开发建设石梅湾旅游度假区的相关项目中，都依据了项目用地范围，编制了环评报告并经相关部门批复，项目按照环评的要求建设，没有扩大项目用
地范围，没有破坏青皮林林木，同时该公司加强对青皮林林木的保护，公司出资3万元建设了“奉官立禁”的碑文、宣传牌，出资约17万元购买了部分青皮林保护区复植复绿整改的苗木，主动配合
市政府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涉及青皮林保护区问题的整改，配合市政府拆除了3个项目的建筑物、构建物，协助市政府对未建项目、已拆除项目等24宗项目用地使用权的回收。海田溪两侧为绿
化地带，海田溪出海口没有填海造地。游艇会附近的溪流（杨梅溪）没有进行填海造地，而是游艇码头使用了部分海域，主要是建设游艇码头的防波堤，使用海域经市政府批准，游艇会开发项目
的环保影响报告书经原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批复。青皮林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在日常巡山护林中发现海田溪、杨梅溪周边及青皮林林内有多种野生动物活动，冬季有大批的候鸟在青皮林保护区栖
息过冬；杨梅溪、大陆港等河流出海口处发现有鱼类洄游的现象，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二）对群众举报反映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公司大面积的开挖山体、破坏了部分野生树木、影响保护区动物的调查。
经调查核实，华润公司目前在石梅湾旅游度假区内动工开
发建设的项目主要是九里二期和九里三期项目，两个项目用地都在青皮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外，两个项目用地都不在山上，属平地，九里二期已建成一部分，另一部分正在建设，九里三期正在建
设。九里二期、九里三期项目用地在2008年12月已办理林地使用手续（琼林林准〔2008〕28号、琼林林准〔2008〕29号），九里二期项目用地原植被的树种为槟榔及零星分步的椰子树，没有林木蓄
积量，鉴于槟榔、椰子树没有蓄积量，一般情况市林业局都没有办理槟榔、椰子树的采伐手续,由业主赔偿后自行清理（表）。九里三期用地原植被为宜林地，没有林木。群众举报反映大面积的开
挖山体、破坏了部分野生树木的情况不属实。

群众举报反映开发地块边界距离青皮林不足200米的情况属实，九里二期和九里三期项目的部分边界的确距离青皮林不足200米，但两个项目用地都在石梅湾旅游区的总规、控规范围内，其
总规、控规经省政府和省住建、省旅游委批复。
对开山过程中使用爆破开挖，影响保护区的动物和填埋造地、开山毁林对保护区的动植物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经实地调查，为了避免西岭、东岭的山上雨水（洪水）对九里二期、九里三期项目
的冲刷，确保住户安全，华润公司在毗邻九里二期、九里三期项目的岭脚建设了截洪沟，在截洪沟建设过程中，遇到妨碍施工的石头，偶尔会使用小爆破的方式开挖作业。截洪沟周边全是槟榔
树，没有其他野生树木，建设截洪沟过程中砍了一些槟榔，没有砍伐其他林木，华润公司对砍伐的槟榔树进行了赔偿。据调查，青皮林保护区内植物资源有172种，隶属69科143属，主要有青皮、
海南苏铁、水椰、异株木犀榄、厚壳槁、红藤等；动物资源有145种，隶属于27目67科，其中鸟类有十多科四十多种；两栖类有青蛙科、姬蛙科、树蛙科；爬行类有海龟科、平胸龟科、蛇科等。
项目建设截洪在石梅湾旅游区控规范围内，基本在华润公司用地范围内，有施工许可证。项目建设截洪沟偶尔小爆破，经了解，小爆破主要是聘请专业爆破公司进行专业。项目建设截洪沟、填
海造地对保护区动物是否影响，有待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调查，但对植物的生长几乎没有影响。
（三）对群众举报反映艾美酒店到游艇会、直升机停机坪沿途海岸线，有4-5处生活污水暗排口，怀疑是酒店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问题的调查。经市生态环境局派员现场检查，华润石梅湾
污水管网已覆盖全湾区，建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水处理。石梅湾污水处理厂总占地面积为19980平方米（30亩），所处经纬度为E:110°14′34″，N:18°38′55″。污水处理设计规模近期5000吨/日，
远期10000吨/日，水厂设备包括粗格栅、细格栅、搅拌器、滗水器等设施，采用的工艺为粗、细格栅对进水进行预处理，二级处理采用CAST（循环式活性污泥法）工艺。三级深化处理通过BAF（曝
气生物滤池）进一步过滤经CAST后的细小悬浮颗粒物，对水体中的碳，氮磷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经三级处理后全部回用，采用紫外线瞬间消毒与二氧化氯持续消毒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出水细
菌总数、粪大肠菌群数达到回用水标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厂处理厂排放标准》的一级A标准，作为中水用于绿化、冲厕等循环水进行利用。
石梅湾湾区酒店，住宅等所产生的污水均通过污水管网至石梅湾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不存在污水乱排放的现象。华润石梅湾是按照省政府、住建厅、旅游委准备的总控规进行土地获取、设计，
项目报建、验收也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项目总环评及单项目环评也是按照规定办理。
石梅湾艾美酒店至游艇会，污水处理厂海岸线共有5处排口，5处均为雨水排水口。具体分布如下：
1.位于艾美酒店东侧的雨水排洪沟（E:110.284592，N:18.666916），此处为了防止位于北侧西岭山的雨水对湾区造成影响而设计的雨水排洪沟。
2.位于威斯汀酒店东侧的雨水排洪沟（E:110.276367，N:18.665911），为了防止雨量大时对酒店及道路产生影响，而设计此处雨水排洪沟。
3.位于九里文化海湾的雨水排口（E:110.267160，N:18.664008），此处为九里文化海湾雨水排口，通过管道连接至雨水井。
4.位于杨梅港石梅溪入海口的雨水排口（E:110.248209，N:18.654020），因游艇会直接与海水相连，为了防止雨量大时海水上涨对游艇会产生影响，而设计建设了此处雨水卸排口。
5.位于石梅湾污水处理厂杨梅溪入海口雨水排口（E:110.241673，N:18.647776），此处为石梅湾污水处理厂内的雨水排口。污水厂内排洪作用。
群众反映的该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信访举报问题属实。
一是现场核实并走访叉河镇红林农场八队居民，确实闻到一股恶臭气体，影响周边环境。信访举报臭气问题属实。
二是经现场检查两家公司废水处理工艺完善，并且安装水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系统，建立了独立规范的监测站房，县环境监测站每月不定期对水样与在线设备进行比对检测，均符合排放标准，
不存在超标或异味水体排放的情况。当日，经县环境监测站对处理后排放的生产废水进行采样并带回监测，生产废水未出现超标。信访举报问题不属实。

2019年8月8日下午13点29分，临高县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负责人符春华带队前往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核实。现场无任何生产设施，厂房已经损坏，厂区仅留一名看管场
地人员。经查，该公司自2004年注册成立，2008年开始经营，2009年底受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司经营业务大幅下滑，直至2011年停业，后因公司内部纠纷，厂房一直荒废，为解决公司留
守人员的生活问题，公司全权委托原公司经理李震南负责公司事宜，李震南于2017年6月14日与冯志忠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将公司场地用于冯志忠淡化海沙，所得租金用于留守人员工资，
公司未参与冯志忠的淡化海沙生产经营。冯志忠于2017年7月10日注册成立临高县博厚镇善源沙场，从事销售建筑用砂（含石料）。该沙场自经营来，沙场的建筑用砂是向本地货运司机购买，
为金牌东港码头疏浚航道的泥沙，石粉是从儋州西联通宝石场购买。沙场于2018年11月因为没有沙源而停止经营，2019年4月结清所有水务事项，2019年5月，拆除了洗砂设备。上述两家单
位均已经停止营业，拆除生产线，未查到环评办理记录。
存在的问题：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底受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司经营业务大幅下滑，直至2011年停业。于2017年6月14日与冯志忠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冯志忠使
用场地售卖建筑用砂（含石料），所售卖的建筑用砂（含石料）通过购买渠道取得，但建筑用砂来源合法性仍需进一步核实；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临高县博厚镇善源沙场未办理
环评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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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美兰区水务局加强河道巡查，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2、灵山镇、白龙街道履行属地管理，充分发挥河长制制
度，若发现有非法采砂行为情况及时上报职能部门。
3、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临时堆放点的管理，主动巡查
及监管。

（一）海口市秀英区生态环境保护局已于2019年8月9日
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公司于
2019年8月14日前规范化管理危险废物，秀英区人民政
府将跟踪督办报废汽车尾气净化剂存放和处置问题。
（二）秀英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区商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联合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巡查和业务指导，督促该公司
落实危险废物规范经管理的主体责任，形成常态化管理，
杜绝出现危险废物随意堆放、私自出售和处置不当等问
题。

（一）2019年 8月 9日，三亚市生态环境综合督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市住建局下达督办通知单（编号：0001号），
要求市住建局8月15日之前制定搬迁安置工作方案；由
天涯区政府组织实施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在2020年6月
投产前完成居民搬迁。
（二）因三亚市环境监测站无恶臭监测资质，三亚市生态
环境局将委托第三方对环境敏感点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进一步处理。

（一）针对龙港社区辖区内宁远河口处现露天堆放的3堆
海砂，覆盖绿网破损，产生扬尘问题，2019年 8月 10日，
崖州区综合执法局已对裸露砂堆进行覆盖。
（二）针对三沙供给站对面海岸有 3个停养虾塘，影响入
海河口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崖州区政府已组织清洁工作
人员和船只对虾塘内的垃圾进行清理；崖州区综合执法
局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三亚信义实业有限公司到虾塘
现场查看评估，拟对三个虾塘的纵段挖通，使其流通，恢
复自然的水体交换。下一步区政府将根据《三亚市崖州
区海水养殖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崖州府办〔2019〕44号）
开展相关生态修复工作。

三亚和利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开采的红石
铁矿项目已停止开采，我市将继续加强对该项目的监管，
禁止该项目在未办理完成环保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恢复生
产。

一、海头镇政府、包点干部对村民做好思想工作，引导村
民要依法办事。
二、市水务执法部门和海头镇政府加强对该河段的巡查，
严厉打击偷采砂的行为。 三、该砂场于 2018
年9月13日已停止采砂，并已进行生态修复。生态修复
采取以下措施：
（一）工程措施：清除场地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场地内
河滩地采挖的沙坑进行填平，坡比较缓的河滩地进行局
部修正，坡比较陡的河滩地、沙坑按坡比不小于1:3进行
分级削坡处理；现有河滩地的植被尽量保留。
（二）植物措施：采取在河滩地撒草籽、插枝及移植等种植
方式；种植与上下游现有的乔灌草相同的植物。

针对万泉河龙江镇南正村至溶沐外村段河段河道疏浚工
作，我市将进一步加强管理，深化职能监督，严格要求市
城投公司按照技术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开展河道疏浚工
作。

1.聘请专业人员对项目建设截洪沟小爆破、游艇码头占
用海域是否对保护区动物是否影响。
青皮林保护区加强对石梅湾旅游度假区开发项目的管
控，严禁在保护区内出现新增开发建设项目。
2.加强对保护区巡逻管控和监管，确保保护区林木及动
植物资源安全。
整改期限：立行立改，长期管控。

一是督促两家公司加强对有关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
理，确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加大生产经营规范管理的力度。
二是我局针对两家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
体的环境问题，2019年 8月 11日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昌环改决字﹝2019﹞17号）、《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昌环改决字﹝2019﹞18号），要求两家
公司立即改正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环境
违法行为。

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年开始经
营，2011年停业，其项目未批先建和未验先投行为终了
之日至今已超过两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
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临高县博厚镇善源沙场项目是通
过租赁土地安装设备的项目，现场已拆除了生产设备，行
政处罚中重要证据之现场勘查（检查）笔录无法制作，当
前证据不足以对沙场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行为予以行政
处罚；进一步核实建筑用砂来源合法性；加强海南西部再
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巡查，及时了解在海南西部再
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新增建设项目情况。
当前正在核实临高县博厚镇善源沙场所售卖的建筑用砂
来源合法性；将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纳
入日常巡查名录。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