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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儋州市大成镇西培农场省
道315的 38公里地标处，
有两个石灰窑，还有两个
石灰储存罐，排放臭气和
石灰扬尘对周围的小区和
幼儿园造成了污染，环保
督察期间为躲避检查目前
停工，已把石灰和柴火搬
走。

儋州市那大镇红旗村村口
往下700米处，有非法红砖
厂和非法采砂场，采砂场
非法洗砂，严重污染河道、
破坏自然环境。砂场运营
长期使用重型车辆运输，
扬尘严重、噪音扰民。督
察组期间，砂场下半夜非
法洗砂。

琼海市万泉镇利发橡胶厂
生产时产生的废水，散发
臭味，通过暗沟排放，流入
万泉河。

万宁长丰镇马坡村委会上
果村有人长期在太阳河下
游上果村河段非法采砂。
非雨天每日晚上8点至11
点作业。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鹅
仔村委会深田村有家环保
砖厂，早上四五点开始连
续作业，机器工作噪声影
响周边村民的休息；卡车
来往运砖的过程产生扬
尘。2017年举报后，整改
到位，督察组走后，又恢复
原样。希望能彻底解决污
染问题。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神玉
岛旅游度假区为了扩建，
开挖天然林保护区的山
体，将泥土运往国道海榆
中线毛真村段左侧填埋近
三百亩的耕地，“天然林保
护区”路碑已被损毁。

建洋石场和龙腾石料场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办事
处棠柏村委会坡边村露天
开采，越界开采，采用批小
开大的方式过量采掘祖穴
岭玄武岩，界外300多亩农
地被挖成深度达40多米的
巨大乱石坑，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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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10日上午，市住建局组织市科技和工信信息发展局、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员赶赴现
场进行实地查看和走访群众核实举报问题。经现场调查，儋州市大成镇西培农场省道315的38
公里地标处，有一个儋州大成林宇木材石灰厂，该厂内建有石灰加工厂房，为海南信赢涂料装饰
有限公司所有。儋州市大成林宇木材石灰厂在生产过程中无环保治理措施，排放臭气和石灰扬
尘。海南信赢涂料装饰有限公司在石灰进行加工过程中产生扬尘对周围的小区和幼儿园造成了
污染。上述两家企业只有营业执照，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检查当天，两家厂未生产，未产生臭
气和扬尘。举报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2019年8月9日下午，市科工信局牵头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市资规局和那大镇政府对儋州榕
发新型墙材厂被群众举报的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市资规局对儋州榕发新型墙材厂的用地规划
和生产原料来源合法性进行了调查，一是核查当天，被举报地点范围及周边均没有发现正在发生
非法采矿和采砂行为，该地区也无市资规局设立的矿权，该砖厂生产原料主要收购那大周边建设
工地提供的废弃土，自2010年砖厂改造以来，没有发现该厂存在非法采矿行为。二是市资规局
委托测绘服务中心对该厂厂区进行了精确测量，经套合多规图，该砖厂用地19.37亩，规划为其他
独立建设用地，现状为工矿用地，规划、现状都符合建设砖厂的要求。
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儋州榕发新型墙材厂进行了调查，该厂环保手续齐全。
（二）2019年8月9日下午，市水务局会同那大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该砂场无
任何营业执照，不在河道范围偷采砂。砂来源各个地方，运输过来再进行洗砂行为，属于坡地洗
砂。工业用电由柴油发电机自供，生活用电由附近居民户接入，工业及生活用水由抽水机从附近
河道取水。目前该砂场已处于停业状态，但场内仍然存放生产设备和生产泥沙。

1、核查组沿该厂厂界围墙外围现场步行体会。由于快要下雨，大气气压较低，核查组不时闻到有
恶臭味。
2、核查组经现场与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了解到，为减少该厂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落实企业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自2019年5月以来，该厂从海南保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具有除臭成熟技术
的喷淋塔式除臭装置，进行厂区除臭，今年6月份已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运营。近期将委托第三
方机构进行异味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决定是否增装喷淋塔式除臭装置。
3、经核查组现场核实，该厂已在不同的产品车间陆续安装了二部喷淋塔式除臭装置，其中干胶生
产车间一部，乳胶生产车间一部。
4、核查组对该厂的污水处理设施附近和在厂区周边走了一圈，没有发现该厂通过私设暗沟排放
污水的行为。该厂生产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后对外排放。
另外，为了加强我市万泉河流域橡胶加工企业的监管，市生态环境局应用信息技术，构建琼海污
染源自动监控平台，促进管理创新。2018年，市生态环境局建设完成了琼海市万泉河沿岸6家橡
胶加工厂自动监控系统。该系统实现我市对万泉河沿岸的橡胶加工厂的污水、烟气等排放数据
进行实时监测、视频监控及相关数据统计等，同时实现对异常数据进行报警督办等业务流程，大
大的方便了我市随时掌握橡胶加工厂的排污状况，并且提高了环保部门的执法效率。

2019年8月9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件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该案件核实工作
进行专门的部署，决定由副市长林兴胜包案，当天22：00林兴胜带队，组织市水务局、市综合执法
局、长丰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业务骨干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赶赴实地进行突击检查。
核实情况：2019年8月9日22时许，联合调查小组抵达长丰镇马坡村委会上果村太阳河非法采砂
点，在现场没有发现有违法人员，发现河道中央有泡沫浮台两个，漏勺两把，铁铲三把，现场执法
人员当即扣押了非法采砂工具。8月10日上午，核查组再次到现场核实，并将8月9日晚扣押的
两个泡沫浮台当场捣毁，同时，用挖掘机在通往河边的道路上开挖设置路障并插上警示标志。经
对非法采砂点周边村委会干部和群众了解核实，太阳河下游马坡段周边分布上果李村、下果李村
2个村落，人口约1300人，村庄内近期建房的户数多，两村个别村民在22：00后利用泡沫浮台移
动至河流中央，运用漏勺从河床底部捞砂堆放在浮台上（泡沫浮台约1.5平方米），然后拖上岸再
运回家，非法采来的砂基本上是附近上果李、下果李两村村民小量的蚂蚁搬家式运至村里用于村
民自建房使用，村民采砂隐蔽性、流动性、游击性较强，可随时丢弃违法浮台和漏勺，躲避在隐蔽
的区域，给执法部门打击造成一定的困难。
经核实。案件基本属实。

2019年8月9日下午，我县生态环境局联合县科工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交通运输局、陵水
公路分局、英州镇政府等职能部门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一）该环保砖厂现场未发现生产作业（属于停产停业状态）和货运车辆运砖情况，场内堆放原材
料已密闭覆盖，未发现噪声、扬尘污染问题，据了解该环保砖厂已停产停业近3个月。
（二）该环保砖厂地块为英州镇鹅仔村委会深田村二小组集体闲置地，于2017年6月1日承包给
陵水英州顺利环保砖厂（法人代表：徐梅兰），承包日期为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止，
占地面积4亩。该环保砖厂地块承包期于2019年6月1日到期，英州镇鹅仔村委会深田村二小
组已不再续签土地承包合同，要求该环保砖厂搬离。
（三）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时，我县原生态环境保护局对该环保砖厂已进行了立案查处，
处以罚款10万元；责令该环保砖厂进行整改，该厂也按要求落实措施整改。

信访件反映“度假区为了扩建，开挖天然林保护区的山体”，经查，扩建项目实为度假区内缘真生
态文化主题酒店，该酒店项目2013年12月27日获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缘真生态文化主
题酒店项目用地规划条件的函》，2014年4月8日获得县人民政府《关于BT-2012-47号地块土
地出让方案的批复》，2014年3月30日获得县林业局《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保林地准[2014]1
号），2014年10月14日获得原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缘真生态文化主题酒店项目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2015年4月17日获得县水务局《关于保亭缘真生态文化主题酒店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审核通过建设缘真生态文化主题酒店。2017年6月12日该项目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年9月27日委托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并于2017
年12月2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经实地核查，该项目施工地块上种有少量槟榔、橡胶，无
其他树种，经现场对照保亭县“多规合一”成果（2018年12月1日通过审批），该地块用地性质为
旅游设施用地。
信访件反映该企业“将泥土运往国道海榆中线毛真村段左侧填埋近三百亩的耕地，‘天然林保护
区’路碑已被损毁”。经现场核查，企业将建设酒店开挖的大量土方及少量建筑垃圾堆放海榆中
线毛真村段处，该地块包含其他设施用地0.346公顷，一般耕地0.867公顷，合计共1.213公顷
（18.195亩）。因酒店建设地块并非公益林，未发现有“天然林保护区”路碑损坏的情况。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并未开挖公益林山体，其堆积建筑垃圾及土方确实占用耕地，但并未达到占
用300亩耕地。故该投诉件部分属实。

1.8月9日上午9点半接到洋浦环保督查案件组办公室转办的举报信访件，洋浦管委会副主任张
进立即组织环保局副局长余帆、规划局副调研员孙健以及三都办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建洋石场调
查核实。
2.对于本次信访件中所提到的问题，多个部门均进行过调查处理：2011年4月，儋州国土局就龙
腾石场越界开采行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采矿行为通知书》；2014月8月和2015年5月，洋浦
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分别两次对建洋石场越界开采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2016
年10月，考虑到案情重大涉嫌犯罪，执法局将案件移交洋浦公安局处理。洋浦公安局随后对建
洋石场进行立案侦查。2017年3月，公安机关对建洋石场企业法人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1月，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就越界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和生态环境损
害公益诉讼。2019年1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对一审判决
不服，目前已提出上诉，该案正处于二审阶段。
3.经实地核查，建洋石场矿区仍处于废弃状态，现场无任何动工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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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儋州市大成林宇木材石灰厂和海南信赢涂料装饰有限公司均存在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的问题。一
是要求儋州市大成林宇木材石灰厂禁止在此地进行土制烧窑，避免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
污染，要求对石灰窑进行封堵，并签署不再继续烧制石灰的承诺书。二是要求海南信赢涂料装饰有
限公司石灰加工厂务必做好防尘措施，对已装袋的成品石灰进行封闭式存放，定期清理地面粉尘，
并定时对厂区范围进行洒水，避免产生扬尘对周边的小区和幼儿园造成污染。

（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市测绘服务中心对该厂厂区进行了精确测量，经套合多规图，该砖厂
用地19.37亩，规划为其他独立建设用地，现状为工矿用地，规划、现状都符合建设砖厂的要求。市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儋州榕发新型墙材厂进行了调查，该厂环保手续齐全。
（二）该洗砂场于2019年8月11日自行拆卸生产设备，目前正在转移设备及清理平整泥沙，预计
2019年8月15日前完成。

1.安装喷淋塔式除臭装置两部。
2.近期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异味监测，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增装除臭设备。

1.突击检查，立行立改。 对于长丰镇马坡村委会上果村非法采砂点，由副市长林兴胜带队，市水务
局、市综合执法局、长丰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于8月9日夜间、8月10日上午突击检查执法，坚决
取缔该非法采砂点，清理上岸两个浮台，并将浮台、漏勺、铁铲等作案工具全部捣毁，同时，组织挖掘
机在通往河边的小路上设立路障并插上“禁止非法采砂”的警示牌。2.举一反三，加大打击力度。由
市水务局、市综合执法局、长丰镇政府、长丰派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长丰镇太阳河流域村委会干
部等人员组成联合执法工作小组，按《万宁市打击小规模非法采砂行为工作实施方案》对辖区内所
有河流进行拉网式排查，加强网格化巡查，坚决做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扣人、扣压作业设施，以“零
容忍”的态度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打击小规模的蚂蚁搬家式非法采砂的行为。3.加大宣传力度。为增
强群众环保意识，激发群众参与到打击非法采砂及河湖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市河长办工作人员积极
深入村委会及附近乡村粘贴非法采砂宣传海报和《万宁市打击小规模非法采砂行为工作实施方案》
等，并面向村民进行宣传，说明夜间小规模铲砂属违法行为，如建房需用砂，应到城投公司的正规砂
场去购买，如发现非法采砂行为要积极举报，做到群防群治，共同协力打击河道小规模非法采砂行
为。4.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一是加强巡查管控力度。结合“河长制”工作，建立以河长牵头、部门联
动、属地政府管理的机制，压实辖区内河湖管护员、六大专项网格员责任，实行常态化巡查，要求网
格员与河湖管护员从即日起，每人每天至少两次，每天夜间不定时进行巡查。二是不定期暗访。市
水务局、市综合执法局联合执法小组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坚决杜绝移动式、游击式、小规模及蚂蚁
搬家式的非法采砂行为。

（一）该环保砖厂地块承包期于2019年6月1日到期，英州镇鹅仔村委会深田村二小组已不再续签
土地承包合同，要求该环保砖厂搬离。
（二）我县已组织对该环保砖厂进行停止供应生产用电。
（三）我县英州镇政府组织人员到该环保砖厂周边的深田村随机走访6户农户，询问村民该环保砖厂
是否每天早上四五点开始作业产生噪声影响周边村民的休息，受访者均表示未发现。
（四）我县将加强对该环保砖厂搬离期间的日常巡查监管，如发现擅自违规生产作业导致噪声扰民、
扬尘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将坚决依法依规处置。
问题解决情况：
（一）经现场核查，该砖厂已停产停业近3个月，未发现存在噪声、扬尘污染问题。
（二）我县已组织对该环保砖厂进行停止供应生产用电。
（三）该环保砖厂地块承包期于2019年6月1日到期，英州镇鹅仔村委会深田村二小组已不再续签
土地承包合同，要求该环保砖厂搬离。

针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神玉岛旅游度假公司将建筑垃圾及土方堆放在毛真村段的问题，我县综
合执法部门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缘真生态文化主题酒店项目负责人也现场表态立即
整改并承诺于2019年8月16日前将建筑垃圾及土方清理完成。我县将加强环境卫生监管，确保建
筑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坚持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守护好我县的碧水蓝天。
经2019年8月12日现场复查，该企业已将建筑垃圾及土方清理完成并平整土地，完成整改。该案
件已办结。

建洋石场持有的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洋浦规划局多次发文要求建洋石场重新编制和提交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方案报备，补缴治理保证金并按治理方案开展后续环境治理恢复工作。2016年8月，建洋
石场按要求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并补缴治理保证金后，一直未启动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工作。
2016年底至2017年初，洋浦公安机关、省纪委分别对建洋石场涉及违法犯罪、违纪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当时根据省纪委及洋浦公安局的要求，在建洋石场相关案件调查期间，为固定现场证据，禁止
在石场开展任何改变现状的活动。2017年10月，出于安全考虑，洋浦规划局牵头在建洋石场矿区
危险地段设置了安全防护设施及警示标志。2018年1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建洋
石场采矿权人提起刑事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目前该案一审已经结束，被告人已上诉，该
案正处于二审阶段。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8月17日，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主办的“海创十年”创业成果展在海口
明珠广场举行。本次成果展主题为“海
创十年 成就梦想”，共分四大展区。50
个历届“海创杯”参赛企业和项目团队现
场展示了近1000件展品，品类丰富多
样，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逛展。

据了解，本次“海创十年”创业成果展
集中展示了多个曾参加“海创杯”的创业团
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十年来，“海创杯”
覆盖面不断拓宽，参与度持续提升，共吸引
了3万多人参加，累计参赛项目9000多

个，已成为海南创业者自我展示、发现机
遇、交换资源、学习提升的重要平台。

本届成果展分为项目展示区、政策
宣传区、互动体验区和产品售卖区等四
大展区。

在项目展示区，清甜可口、“身娇肉
贵”的无籽蜜柚，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校园
营销服务平台，轻盈灵动的孔雀翎工艺
品，精致实用的海南特色椰雕……现场
展出的创业项目及产品涉及现代农业、
服务业、医药、文化等十多个领域，让人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样的成果展既能直观地展示创
业团队的作品，又能给优秀的本土企业
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非常好。”平日里
负责社区团购的李女士表示，成果展汇
聚了许多优秀的海南本土企业，方便她
了解、对接优秀企业和集中采购。

当天，她在现场已和多家农副产品
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接洽，打算再实地
考察产品品质，方便日后长期合作。

本次成果展结合消费扶贫主题，主
办方还邀请5家曾借力“海创杯”平台成
长的优质创业扶贫项目团队，将扶贫产

品带到现场展示推介。
成果展现场除了好看的，还有好玩

的。在互动体验区，海南趣动体育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展示的花样跳绳就让不少
市民纷纷下场一试身手。“这个绳子重一
点，比一般的绳子好跳。”体验后，参与的
市民发现看起来有点像“杂技”的花样跳
绳其实没有想象中难上手，练习几次也
能跳得有模有样。

看着“裸眼3D”大屏幕抽奖是个什
么感受？创业大赛优秀项目之一“火吧”
在现场设置了“裸眼3D”大屏幕，为现场

抽奖活动提供技术支持，让参展市民有
了全新的游戏体验。现场还有多名市民
抽中特色创业产品作为奖品。

在创业政策宣传区，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将近几年出台的创业扶持政策做了
梳理和展示，以简单、直观的方式解读政
策，让好政策走入市民心中。

“我今天特地来了解一下扶持政策，为
以后创业做准备。”海南大学大一学生王同
学一早赶到成果展现场，看项目，读政策，
和企业交流。他最关心的就是政府对大学
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内容翔实，分类明确，

让人一目了然的政策解读让他颇有收获。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人才至关重要。”海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省
人力资源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微说，

“海创杯”已成为政府部门鼓励、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重要抓手，也通
过创业为海南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今
年，“海创杯”从省内办到了省外，就是希
望能吸引更多优秀项目到海南来发展，
让更多人才发现海南是干事业的热土，
助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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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耕耘结硕果，百名创业者“晒”成绩

“海创十年”创业成果展海口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