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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秀英区西秀镇拔南村对面港
翔饲料厂隔壁的海口秀英凯佳农
业地膜加工厂、海榆中线19-1美
好商店后的地膜加工厂、秀英区苍
西村的地膜加工厂、秀英区长天路
1号物流公司里的地膜加工厂无证
经营，产生粉尘、噪音、异味污染。

曾向第一轮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
反映海口市龙桥镇王延村宝顺驾
校旁支路内进约2公里处有石材厂
违规生产的问题，龙桥镇政府答复
已认定石材厂存在无环评手续、扬
尘、噪音问题。并对石材厂下达限
期(45日)搬迁通知书。可至今已经
过去两年，龙桥镇王廷村附近仍有
石材厂未搬迁，仍然在开工生产。
目前正值环保督察期间，石材厂有
部分停工，但在王廷村廷丰小学路
段仍可看见大卡车运送大型石料
经过。

三亚海棠区青田村薄尾岭的三亚
海棠湾海中海高尔夫球场，位于三
亚红树林周边，无相关手续，污染
环境，乱排乱放，存在噪音污染。

东方市东河镇玉龙矿区东方宝岛
石业开发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5
月29日开采证到期后继续采石，直
至2019年1月，违法开采8个月，
合计成品荒料2.4万立方，开采行
为有矿山开采专用315KVA变压
器用电清单可证，造成生态环境污
染和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澄迈金江镇大拉村委会，往永兴方
向两公里左右有一家地膜加工厂
无证经营，产生粉尘、噪音、异味污
染。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王炸村
昌江定和木材切片有限公司，滥
伐、盗伐周边的人工林、公益林与
天然林原木，导致周边的自然环境
日益破坏，该厂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巨大噪音，散发臭味，破坏环境，
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坡心镇中建居三队胜万石场通宵
作业，生产噪声严重扰民；粉尘覆
盖周边的农作物、影响农作物生
长；场区生产排放的污水中带有砂
石堵塞附近河沟，导致中建居一队
的基本农田无法耕种。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吊罗山大
里瀑布桥附近，有人搭了一个300
平方左右铁皮棚，且还在继续建
设，在附近100米左右的河段用柴
油抽砂机采砂。

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海岸带200
米范围内在建或已建的商品住宅
楼和成片连排的豪华别墅，如阿罗
哈、云海帆歌、雅居乐等小区，最近
的距离海岸线只有50米，破坏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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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海口秀英凯佳农用地膜加工点取得环评批复，已委托海口恒科检查技术有限公司办理环评自主验收，目前处于试生产状态，现场未生
产。该加工点不属于无证经营，现场未发现粉尘污染，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的环节为吹膜机熔融聚乙烯时排放的废气，因为聚乙烯的热
分解浓度较高，为300℃,在160-180℃的生产温度控制范围内，聚乙烯不会产生裂解气，主要废气为原料中加热后产生的少量废气，废气
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现场检查未发现存在明显的异味。现场设备声音来源于吹塑机运行的声音，该处地处华煌工业城，周边没有
敏感点建筑。
2.海榆中线19-1美好商店后的地膜加工厂，单位名称为海口秀英华力顺农用塑料制品厂，只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未办理相关的环评审
批手续。现场检查，安装有5台吹管机，吹管机运行时会产生一定的声音；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的环节为吹膜机熔融聚乙烯时排放的废
气，因为聚乙烯的热分解浓度较高，为300℃,在160-180℃的生产温度控制范围内，聚乙烯不会产生裂解气，主要废气为原料中加热后产
生的少量废气，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产生的废气只经过简单的收集、鼓风处理后排放，现场有一定的异味；现场未发现粉尘污
染。
3.8月10日15：30，龙华区城西镇组织苍西村工作人员先行对苍西村辖区内地膜加工厂进行摸排，经实地排查并未发现辖区内有地膜加
工厂。
4.秀英区长天路1号物流公司里的地膜加工厂，实际经营者为郭文云，于2019年6月刚搬到秀英区长天路1号物流公司内，2019年7月开
始投入试生产，生产在相对封闭的厂房内进行，现场未生产，未发现粉尘污染，该工厂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也未办理过相关的环评审批
手续。地处物流园内，周边都是物流仓库，没有邻近的居民楼等敏感点建筑。

8月10日14时30分，龙桥镇政府、区生态环境局、区综合执法局、区国土执法大队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到现场核实。该处石材厂全部拆除
并复垦复绿，未发现新增石材厂。
8月10日，龙桥镇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到挺丰小学路段不定时值守巡查、走访周边群众，未发现大卡车运输石料经过的情况。该路段属于
去往海口方向的主干道，附近有两个项目工地，可能会有运输车辆经过该路段。
存在的问题：海口龙华鑫石山石材厂和海口闽龙兴石料有限公司已被拆除，举报不属实。

被举报对象为三亚海棠湾海中海高尔夫球场项目，业主为三亚海棠湾兰海温泉旅业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于2009年动工，2010年12月
竣工。该球场无相关审批手续，但属于列入2017年全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公布名单中的整改类球场。经核查，海中海高尔夫球场未
占用国家级公益林和天然林，该球场自2019年6月29日起正式封场，停止营业，未发现乱排乱放现象，目前球场仅留存少量保安维持现
场安全，球场会馆大门已用横担封闭，球场草坪无经营场面。根据三亚市环境监测站于2019年8月12日出具的SHC-J2019117号检测
报告，在球场区域监测的环境噪声值为40.2分贝，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规定的0类噪声限值（昼间：50分贝），监测
期间无明显噪声源。

（一）经核实，被举报的矿山由K1、K2和K3三个独立的矿体组成，目前仅开采K1矿体部分，其他矿体未开采仍保持原地形地貌。
（二）根据东方宝岛石业开发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K1矿体资源储量共64.86万立方米，《2017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中
的矿山2017年度资源储量变动统计表得出，截止2017年底玉龙矿山剩余资源储量51.78万立方米。从《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中的东
方市东河镇玉龙普通建筑用石料矿区2018年开采台账统计表可得，2018年1-5月份开采资源量共2.77万立方米，2018年底剩余资源
储量为49.01万立方米。综上所述，该矿山企业从2018年6月份后并未继续采石。因此，群众举报反映2018年5月29日开采证到期后
继续采石，直至2019年1月，违法开采8个月，合计成品荒料2.4万立方的情况不属实。
（三）因开采证到期，矿山已于2018年6月停采，矿山企业只对原已采出的石料继续进行加工利用，并未继续采石。所以该企业2018年6
月之后确实存在用电情况，用于已采出石料加工。
（四）该企业从2018年12月后已停止生产，经现场核实，目前该矿山企业的设备处于闲置状态，无人员上班。

我县根据信访所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在信访件反映位置及周边多个村委会均未发现有信访件所投诉的地膜加工厂，举报对
象不存在。

经调查，该企业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和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手续。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诉7.3万元。主要工艺为：桉木-
带锯机-切片机-传输带-木片（成品）。
（一）经联合调查，信访所举报该公司滥伐、盗伐周边的人工林、公益林与天然林原木，导致周边的自然环境日益破坏。该公司并没有采伐
行为，所加工的原料主要是向外收购为主，并由承包商提供合法的采伐证和省内木材运输证方可收购。
（二）经现场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味，并走访邻众了解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周边居民反映没什么影响，同时
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生产设备声源处和厂界东、西、南、北处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的Ⅱ类标准。

2019年8月10日下午15时，县政府县长梁誉腾带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林
业事务中心、坡心镇政府、坡心镇中建居等单位有关责任人到胜万石场现场核查。核查情况如下：一是该石场手续齐全，洒水车、场地除
尘喷头、道路除尘喷头、生产设备除尘喷头、密封防尘棚等环保设施运行正常；二是该石场最近都是通宵生产，群众举报的通宵作业情况
属实；三是该石场周边的农作物主要是槟榔，生长状况良好，叶子干净，没有粉尘覆盖的迹象，举报件反映的“粉尘覆盖周边的农作物、影
响农作物生长”情况不属实；四是该石场建有沉沙池，生产废水均经沉沙池沉淀后重复利用，排出的主要是雨水，经现场查看，排出的水体
干净，未发现排出的水中带有砂石堵塞河沟，举报件反映的“场区生产排放的污水中带有砂石堵塞附近河沟，导致中建居一队的基本农田
无法耕种”情况不属实；五是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量核实，该矿山周边300米范围内没有规划的居民点，采矿区边界离最近的居民集
中居住点中建三队直线距离为390米（规定的安全距离为300米）；六是该石场自2017年第一轮环保督察被群众信访举报后，加大了环保
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先后投入500万元，修建了沉沙池、喷淋设施、挡土墙、生产防尘棚，购买洒水车，种植树木花草绿化矿区等。

2019年8月10日下午，我县分管县领导组织林业局、环保局、综合执法局、吊罗山林业局、水务局、本号镇政府等相关职能单位到现场核
查。该地块位于我县本号镇吊罗山大里瀑布桥附近，属海南省吊罗林业局帮岭林场的国有林地，2003年3月18日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局
与我县本号镇小妹村委会村民黄远贵签订《自营经济用地承包合同》将该国有林地承包给黄运贵种植槟榔，土地面积4亩，承包期限30
年。2003年9月7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扩建海南吊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批复》（琼府函〔2003〕56号）将该地块纳入自然保护区
范围，功能区划为试验区。2014年，黄运贵未经批准擅自在承包土地内搭建了310平方的简易铁皮棚，现场核实用于经营农家乐。对面
东北边约100米左右有一条山涧小溪流，河面宽约4米，河面未发现开采河砂的机械，河边未发现采砂迹象。

2019年8月10日，我县分管县领导组织县林业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生态环境局及英州镇政府等部门到现场开展实地
调查。
（一）现场建设情况。阿罗哈项目由清水湾旅业公司开发建设，位于英州镇《陵水清水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13-2，B13-3地块
范围内，其中B13-2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B13-3地块为酒店用地，边邻海岸线长度0.49公里。2007年9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陵国用（英）第12819号)，土地面积823.75亩（其中81.6亩位于海岸带100米至200米范围内，“多规合一”确
定的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2010年6月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该项目《Aloha清水湾B13-2、B13-3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于2010年7月经原省住建厅批复实施，并相应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云海帆歌项目由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居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英州镇《陵水清水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B02-1，B02-2地块用地范围内，用地性质均为商住用地，两个地块边邻海岸线长度合计1.73公里，2007年4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2007年9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陵国用（英）第12731号、陵国用（英）第12817号），土地面积为926.76亩（其中281.2亩位于海
岸带100米至200米范围内，“多规合一”确定的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2012年9月和2013年4月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该项目《海南清水湾B02-1、B02-2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于2011年7月经原省住建厅批复实施，2012年12月取得清水湾B02-1、
B02-2地块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相应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海境新天（雅居乐）项目由雅居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英州镇《陵水清水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11-1、B11-2地块范围内，用地
性质均为商住用地，两个地块边邻海岸线长度合计1.471公里，分别于2007年4月、2011年4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于2007
年6月、2011年11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陵国用（英）第12728号、陵国用（英）第13386号），土地面积为1096.52亩（其中245.89亩位
于海岸带100米至200米范围内，“多规合一”确定的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2012年9月和2013年4月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该项目《海南清水湾B11-1、B11-2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于2011年7月经原省住建厅批复实施，2012年12月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并相应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二)涉及海防林情况。被举报对象阿罗哈、云海帆歌、海境新天（雅居乐）项目边邻的海岸带长3.7公里，经省政府批准的海岸带100米以
内的海防林面积460亩。阿罗哈项目、云海帆歌项目、海境新天（雅居乐）三个项目的用地面积合计为2847.03亩（其中608.69亩位于海岸
带100米至200米范围内，“多规合一”确定的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我县“多规合一”确定的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项目规划建设方案建
筑物均已退出海岸带最高潮位线100米以外进行建设。经现场核查，阿罗哈、云海帆歌、海境新天（雅居乐）项目未发现违规行为，边邻海
岸带的460亩海防林长势良好。
(三)经县生态环境局核实，阿罗哈、云海帆歌、海境新天（雅居乐）项目用地均不在经省政府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内。

是否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现场要求海口秀英凯佳农用地膜加工点尽快完成环评验收，并委托有
资质单位对该厂排放的噪音和臭味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2.秀英
区生态环境局对华力顺农用塑料制品厂未办理相关环评手续的违法行
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罚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已查封主要生产配电箱；
3.秀英区生态环境局对郭文云的地膜加工厂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罚人民币贰仟肆佰元整,并查封主要生产配电
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对其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违法行
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4.属地职能部门加强巡查力度，一经发现违规
作业，将严肃查处。

问题已解决。
海口龙华鑫石山石材厂和海口闽龙兴石料有限公司已被拆除，拆除后的
地块已复垦复绿。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国家有关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文件，做好该球场的清
理整治和监督管理工作。

在今后的监管工作中，加强动态巡查，严禁企业违法开采。

已要求金江镇政府对其周边区域加强巡查，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出现。
如巡查发现违法行为，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经联合调查组核实，并形成如下处理和整改意见：
（一）由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加大巡查力度，并建立长效机制，严厉打击
非法采伐行为。
（二）由县生态环境局加强对企业日常监管，严格执法，坚决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一）由县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全县石场的巡查和监管。
（二）县生态环境局对胜万石场生产噪音进行监测。
（三）要求胜万石场作业时必须开启除尘设施，并确保正常运行。

（一）县生态环境局、县综合执法局联合发函责成海南省吊罗林业局7天
内依法拆除违规搭建的铁皮棚，并恢复原状。
（二）县水务局联合县综合执法局、本号镇政府、加强巡查，坚决打击小溪
河段非法采砂行为。
问题解决情况：县生态环境局与县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8月11日联合
发函给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局，要求7天内依法拆除违规搭建的铁皮棚，
并恢复原状。县水务局联合县综合执法局、本号镇政府等部门于2019
年8月11日开始对上述山涧小溪流河段开展打击非法采砂巡查。

（一）英州镇政府组织所属海岸带边邻建设单位加强宣传，形成保护海防
林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县林业局组织技术力量对海防林进行提质改造计划。
（三）责成清水湾旅业公司、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时对边邻
海防林进行更新改造，对窄带加宽，疏的地段进行加密。
（四）县林业局加大护林员的巡护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海防林的行为。县
林业局已责成清水湾旅业公司、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原有
海防林的基础上，加密补种椰子树及其他本土树种，计划在10月完成；
并加强管护，确保成活率，加强卫生管理。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多所中
小学了解到，由于今年招生时间缩短，
虽然现在还在新生提交入学申请纸质
材料阶段，但多个学校已启动入户调
查工作。入户调查是要核实什么情
况？家长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今年的
调查和往年有何不同？8月17日至
20日，海南日报记者跟随海口市滨海
九小、海口市美苑小学的老师，体验入
户调查的过程。

从细节处看是否有孩
子生活痕迹

老师入户调查主要对相关材料原
件再进行核实，同时确认用于申请学位
的住所是否是孩子的日常居住地。各

个学校因情况不同，入户调查的重点也
不同。例如，海口市滨海九小要对所有
用租赁房屋申请学位的学生家庭进行
入户调查。海口市美苑小学周围城中
村多，该校重点对外嫁女、祖孙三代同
住但不同户口本等情况进行入户调查。

不少家长疑惑入户调查到底需要
准备什么材料。对此，老师们表示，对
入户调查，家长无需紧张，只要把之前
提交纸质材料的原件准备好，供老师
们现场核实，家长和孩子保持正常生
活即可。

如何确定新生家庭是否实际居
住，里面的门道不少。海南日报记者
注意到，为了防止提前刻意准备，老师
们都是入户前5分钟至10分钟给家
长打电话，进行突击家访。每到一户
家庭，会细致观察厨房是否有做饭的
痕迹，家里是否有玩具、墙壁上是否有

涂鸦等细节。
“带老师去看下你的公主房吧”“附

近有你喜欢的小朋友吗？”“你平时穿的
漂亮衣服在哪里？”……入户调查中，和
孩子的互动问答是必不可少的的环
节。“家长有可能会弄虚作假，但六七岁
孩子的反应非常真实。”海口市滨海九
小教师郑波和海口市美苑小学的朱老
师都有多年入户调查经验，他们说，如
果入户的房子就是孩子平时居住的地
方，孩子会表现得非常松弛、自在。相
反，如果孩子看上去很紧张，有拽着父
母的衣角等行为，说明很有可能是刚刚
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种情况，再和孩子多交谈几句，
问问他平时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幼儿
园，老师们基本都能得出结论。”朱老师
说，入户调查并不仅限于新生家庭，有
时候还要询问街坊邻居，作为佐证。

海口市中贤二村一户家庭用孩子外
公的自建房申请海口美苑小学的学位，
属于外嫁女的情形，老师需要核实孩子、
父母和外公外婆平时是否住在一起。但
入户后，小女孩一直趴在床上不说话，看
上去怯生生的。家里只有外公和舅舅，
孩子的父母不在，家里也很难看出孩子
平时生活的痕迹。经询问，得知女孩前
几年是在爸爸的老家灵山镇上幼儿园。

“这户人家有可能父母和孩子平时并不
在海口居住，属于有疑点的。我们要把
情况上报给学校，可能还要二次入户
核查。”朱老师说，每调查完一户，老师
们都会将核查结论在材料上标注。

从100%入户到材料
瑕疵入户

由于今年海口首次实施部门

联合审核制度，各个学校从原来对
所有提交材料学生进行入户调查
改为只对材料有瑕疵的学生进行
入户调查，各校需入户比例和往年
相比下降了不少，大大减少了老师
们的工作量。

海口市美苑小学副校长胡兰滨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目前接收
到的入学纸质材料为 300 多份，筛
选出来需要入户调查的不超过 40
份。“往年入户调查都要开展3天以
上，老师们都是从每天14时持续到
23时。8月18日上午，我们3组共9
名老师，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把36
个学生的入户调查全部做完了。”朱
老师说，部门联合审核制度让所有
的资料审核提前完成，提高了招生
工作的权威性和效率。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琼岛本周前期局地
有大到暴雨
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
俊汝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8月19日上午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海南大部分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其中前期五指山以北局地有大到暴
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陆地方面，8月19日—23日，受辐合带影响，
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
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指山以南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全岛最高气温30℃—33℃，最低
气温23℃—26℃。

24日—25日，受西到西南气流影响，海南岛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岛最高气温
32℃—35℃；最低气温24℃—27℃。

海洋方面，19日—25日，北部湾海面和海南
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7级到8级；西
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到6级、阵
风7级。

农事方面，预计本周多阵雨，省气象部门建
议，各地晚稻田和菜园需及时排水，防止被淹，同
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
安排割胶时间，避免“雨冲胶”；果园须注意及时喷
药防病防虫，保证新梢正常生长。

今年海口中小学新生入户调查比例下降

材料有瑕疵才入户 严查是否实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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