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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丘海大道金盛达仓库西侧，金
鹿工业区东侧，近两年廉丰石业打着
金盛达的招牌，违规回填鱼塘和农
田，毁坏林地.。建设厂房用于切割
火山岩，没有环评相关手续。工厂会
不定期偷排污泥和废机油，污染周边
土壤。工厂主要从澄迈大丰镇、龙桥
偷采石头来加工。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好俗村学校东
侧的海口荣辉搅拌站，最近两个月装
上了碎石生产线，每天从四处收购非
法偷采的石头加工，噪音、粉尘影响
周边居民和苗木场，搅拌站变成了打
石场。环保督察期间停产。

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未通过
环境评估也未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就私自在三亚市天涯区西岛上新建
游客码头及4万多平方米的酒店群
作为营利使用。自从三亚西岛大洲
旅业有限公司经营西岛以来，为扩大
其经营，建造了许多未经过政府相关
部门批准、未通过环境评估的建筑，
极大地破坏了西岛的整个生态环境，
例如新建的游客码头破坏了海洋生
态环境；新建的4万多平方米的酒店
建筑群，污水直排大海，污染海水、沙
滩。

儋州市西培往白沙县的公路（315省
道东100米）有一蓝海石场，石场内
有一个非法制砂的生产线，无环保手
续，采石后留下的深坑，用于囤积采
石场内的污废水，目前坑内已有几十
万立方的污泥水，污泥水裸露在空气
中，散发臭味地下水遭到污染。为了
逃避督察组的检查，由从前的24小
时生产，改为在夜间后半夜生产。

合诚石场和宏瑞砖厂中间有一条路
内进500米，有一个非法洗砂厂在周
边水库偷采砂料，经常在夜间生产，
破坏周边橡胶林。

豹山村委会林春园村的佳佳宝食品
厂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放到村里的
未硬化的排水沟内，污水影响地下饮
用水。

万宁和乐镇罗万村委会椎岭的兴发
石料有限公司，2016开采证已过期，
目前依旧还在偷偷开采，开采形成了
一个深度五六十米，面积有一百多亩
的深坑，影响周边农作物。

万宁大茂镇联民村委会林助村周宅
农田南边300-400米处小鱼塘东边
有烟熏槟榔土灶加工厂，没有规划、
报批报建手续，属于违法建筑，在槟
榔季偷偷在深夜熏烤槟榔，产生有害
烟气，影响500-600米范围，影响林
助村村民身体健康，污染空气。

琼中县吊罗山乡咬饭河上游蛙类养
殖场，养殖污水横流，散发臭味，影响
周边群众身体健康。污水直接排至
咬饭河，导致下游上堂村至加峒村之
间的鱼类死亡。

乐东县尖峰镇沿海一带的高位池养
虾塘污水直接排放到大海，污染海洋
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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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8月11日15时30分，城西镇政府会同市林业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城西国土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到现场核实。
企业厂房所处地块之前是一家砖厂，2011年响应政府号召砖厂自拆。2014 年，该企业与苍西村第十队村民苏建兴合作开发苍西村经济社第九、十生产队位于金盛达商城西侧的土地，
用于建设石材生产厂并将部分土地分租给其他石材商户。2016年，为通行便利，该公司超范围占用西侧边界土地建设水泥硬化道路。
城西国土所现场进行放点测绘并套图分析，结果显示不存在违规回填鱼塘和农田的情况。经市林业局测量并套用《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项目占用我市规划林地面
积6.486亩。占用的部分全部是超范围用地建设的水泥硬化道路及堆放原料区。
现场未生产作业，生产车间设有三级沉淀池，该企业与文昌大永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污泥处置合作合同》，定期对沉淀池内的污泥进行清理。该企业与河南省发达起重机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签订《起重机械维修保养合同》，用于运输及作业机器日常维修养护，产生少量废机油由河南省发达起重机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收集处理。周边未发现偷排污泥和废机油
的迹象。现场堆放的原料主要有大理石、火山岩等石材，石材来源于临高县，海口海达磊石业有限公司与海南鑫永矿丰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石材荒料购销合同》。
存在的问题：海口海达磊石业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毁坏林地的情况。

8月11日16时，接到信访转办件后，海口市秀英区高度重视，立即部署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合执法。由区政府副区长李铭带队，区住建局、西秀镇、区生态环境局、区国土执法大队组成
的处置小组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核实。
经现场调查和询问，海南荣辉投资有限公司建筑砂石加工项目曾因未向环保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8年4月擅自开工建设，区环保局于2018年10月17日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秀环罚字〔2018〕244号），违法行为已履行相应处罚后于2018年12月28日取得环评批复（秀环审字〔2018〕49号），目前正在办理自主验收。
该项目新增的海南荣辉混凝土搅拌站配套项目，其产品为海南荣辉混凝土搅拌站自用，不对外销售。破碎机等设备设置了减振措施；破碎装置上方设置集气罩及布袋除尘装置，排气筒
高度8米。目前现场未生产，该建筑砂石生产项目正对生产作业区（含料场堆场）设置全封闭厂房。经向现场负责人了解，2019年8月5、6号上午试机，11号早上试机一个小时。
现经核实，海南荣辉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亮智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石材购销合同，购买的片石有台帐及银行流水记录。经现场走访，该项目碎石机到苗木场有110-120米左右，离的更远
些的就是附近几间商铺约200米，离好俗村居民区约600米以上。其碎石场隔壁南侧苗木场一片绿油油。因目前现场未生产，未发现有粉尘影响，现场没有噪音。

2019年8月11日15:30，我市天涯区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旅游文体局、三亚珊瑚礁保护区管理处及区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核
实。经查，情况如下：
（一）西岛景区陆域建筑群情况
西岛景区为申报5A级景区，启动景区升级改造项目，升级景区设施。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开始在西岛景区内拆旧建新，对西岛景区的陆域建筑进行升级改造，陆
续在西岛陆域建设，建成建筑总数19栋，建筑面积50820.34㎡。建成的19栋建筑中有1栋属酒店性质（剑麻酒店建筑面积约4054.3㎡，已依法拆除），其余均属旅游配套建筑。该景区
建设中涉及三亚国家级珊瑚礁保护区面积696㎡。上述建设内容均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批复等手续。
2018年12月7日，天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该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西岛景区已建成建筑19栋。当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并于2018年
12月17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天综执罚决字〔2018〕第150号），责令其三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2018年12月24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行为，下达
《强制执行决定书》（天综执决字〔2018〕第150号），对其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2019年1月21日，天涯区生态环境局对其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批复手续的情况下，已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于当日下达《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天环责〔2019〕2
号），责令其停止建设。2019年3月6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天环罚〔2019〕9号），对其处468.369万元罚款。
2019年3月20日至5月10日，该公司自行拆除违法建筑11处，拆除建筑面积6300.27㎡。2019年5月19日至23日，天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拆除违法建筑4处，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计8656.9㎡。至此，合计拆除违法建筑15处，合计拆除建筑面积14957.17㎡，其中包含拆除剑麻酒店和涉及保护区范围的部分即最高潮位线向陆一带30米全部建筑物。西岛景区剩余
7处建筑未拆除（分别为商业街、冬季游客中心、夏季游客中心、潜水中心、宿舍楼、综合服务中心和东门宿舍变电房），剩余建筑面积约35863㎡。
（二）西岛景区游客码头情况
西岛景区游客码头包括夏季游客码头和冬季游客码头，由三亚西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游客码头均已办理海域不动产权证书，游客码头建设区域均在审批范围内，未超出海域审
批界线。
2017年10月9日，原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及西岛水上训练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三海渔函〔2017〕447号）“一、...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以
作为本项目日常运行管理的环境保护及申请续用海域使用权的依据；四、项目为已建项目申请续用海，不新建海上构筑物，...”，批准三亚西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游客码头在该海域的
项目续用海手续。约2018年10月，三亚西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原存在的码头进行改建，将原钢结构游客码头改建成高桩钢混结构码头，在西岛上已建设冬季游客码头、夏季游客码
头和电瓶车道。夏季游客码头为高桩钢混结构主体的透水构筑物，建筑面积约730㎡；冬季游客码头为高桩钢混结构主体的透水构筑物，建筑面积约670㎡。该公司开工改建原夏季游
客码头、冬季游客码头前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批复手续。
2019年6月6日，天涯区生态环境局针对该公司的上述项目在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批复手续的情况下改建码头的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建设并处￥1,030,660.4元
罚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的码头项目未继续建设。
（三）西岛景区污水情况
西岛景区污水来源主要为冲淡废水、厕所废水以及厨房废水等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收集进入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委托海南鑫金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进行清运到岛外处理（附处置合
同和发票）。现场检查景区周围海岸线，未发现有污水排水口直排污水入海的情况。

2019年8月11日下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局市生态环境局和大成镇政府到西培农场端门岭蓝海石场进行现场核实调查，情况如下：
一、根据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机制砂生产资源保障工作的通知》（琼自然资矿字〔2018〕10号）的要求，2019年5月该石场增设机制砂生产线，2019年7月投入试生产机制砂。
因该石场未办理机制砂生产线环评手续，机制砂生产线于今年7月中旬已停产，石料生产线正常实施开采。
二、群众举报的水坑位于石场西北面，面积约为12亩。该水坑系西培农场构建的一座蓄水池。因2015年“鲸鱼”台风影响，导致西培农场八表队200多亩水田被冲毁，该队群众多次组
织上访西培农场，为了解决水田灌溉问题，经西培农场决定，在八表队上游一块面积12亩的低洼地，构建了一座蓄水池，用于解决灌溉下游200多亩水田。该蓄水池系群众举报的水坑。
三、市生态环境局对该石场的噪音、粉尘、蓄水池及培茂队地下水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噪音和无组织排放粉尘达标排放，蓄水池水质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培茂队地下水水质符合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中的Ⅲ类。
四、综上所述：信访人举报的问题部分属实。

2019年8月12日上午，市水务部门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白马井镇政府前往白马井镇504县道6公里处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一）该洗砂场实为海南立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项目，项目占地17亩，其中12亩于2018年11月30日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市林业局)审核，并依法批复同意该公司临时占用
位于白马井镇英丰村委会和雷新村村民小组的集体林地(1V级保护林地)，用于建设沙土临时清洗车间和材料堆场项目。
（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场核查没有发现毁坏周边橡胶树的情况。
（三）根据环保部门现场调查询问笔录反映，该洗砂场原料来源于和诚石场及昌江。该公司未取得环评相关手续。

2019年8月13日上午09:00，市政府副市长陈少波组织市科工信局祝乃航副主任科员、市生态环境局李川、谢东亮以及东郊镇人民政府赵眈前往信访人举报的位置现场实地查看、开展
核查并现场布置工作。
（一）该厂附近有两条未硬化的排水沟分别为桥泊渠和大山良坑排涝沟。经核查，该厂的工业废水未排放到上述两条未硬化的排水沟内, 该厂的生产废水经分级处理后循环使用，未发现
外排；
（二）市环境生态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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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检测报告显示该厂污染物达标。已在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469005-2019-002），污水未影
响到地下饮用水；
（三）该村民小组总户数为58户，总人口约为340-350人，靠近该厂的9户村民有两口水井，经村民小组及村委会确认，两口水井均不做饮用水源。经文昌东郊富豪自来水开发有限公司
确认，该厂周边农户均已安装自来水到户，有安全的饮用水。

接到省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移交的案件后，2019年8月13 日，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唐敏智亲自带队，市综合执法局、和乐镇政府等部门配合组成核查小组前往实地核
查。
1、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和乐镇青塘村建筑用花岗岩矿（即和乐青塘石场），矿区面积0.044平方公里，有效期限6年（自2010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4日止）。2016年6月5日，该矿
山因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而被原市国土资源局下文注销采矿权。该矿山于2016年6月5日开始开展矿山复垦治理工作，2017年因复垦治理不到位，被原市国土资源局责令限期整
改，要求按照原市国土资源局委托有资单位重新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恢复治理。2018年3月10日，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完成了该矿山的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工作并通过专家组验收。经查，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和乐镇青塘村建筑用花岗岩矿在采矿许可证到期被注销后，未发现有偷采行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和乐镇青塘村建筑用花岗岩矿为露天开采矿山，现状下采坑留下较陡的崖壁，使采坑形成的临空面，局部高度达25.28米，与举报人所说的“深度五六十米”情
况不符。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和乐镇青塘村建筑用花岗岩矿，重新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2018年2月1日竣工，并于2018年3月10日通过原万
宁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专家组及相关部门的验收，共完成恢复治理面积96760m2（约合145亩）。和乐镇青塘村建筑用花岗岩矿经过恢复治理并复绿后，现已种上菠萝及各种树木。采坑
的周边都已修建铁丝网防护栏、设立警示牌等，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经核查，采坑的周边种植菠萝及各种树木，长势良好，不存在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该信访件后，包案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冰晶于8月13日下午组织市综合执法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和大茂镇政府的领导等有
关人员亲临现场进行核查，核实内容如下：
（一）经核实，投诉件涉及区域（万宁市大茂镇联民村委会林助村周宅南侧隔着农田约350米处小鱼塘东边）有废弃的烟熏槟榔加工厂，占地面积约1.5亩为林地，有68个烟熏槟榔加工灶
台，22根小排烟囱。反映问题属实。
（二）经核实，该加工厂没有规划、报建手续，属于违法建筑。反映问题属实。
（三）经核实，该加工厂在2017年确实在槟榔季偷偷在深夜熏烤槟榔的行为，产生有害烟气，但截止2018年1月该加工厂已荒废停产。反映问题属实。

（一）针对“琼中县吊罗山乡咬饭河上游蛙类养殖场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养殖污水横流，散发臭味，影响周边群众身体健康”的问题，经调查，该牛蛙养殖场的臭气主要来源于青蛙的排
泄物，以及养殖过程中含有蛋白质的废弃物（饲养饵料、青蛙成长过程中表皮蜕变等）的厌氧分解也能成为恶臭的来源，所以是存在散发臭味的问题。
（二）针对“污水直接排至咬饭河，导致下游上堂村至加桐村之间的鱼类死亡的问题”。经调查，该养殖场的排水口已经封堵，未发现直排入大河的现象，不存在污水直接排至咬饭河的现
象。

8月14日，我县林业局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尖峰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地点进行实地调查核实。调查人员采用GPS卫星定位仪进行调查测量
并结合卫片，查乐东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林地控制线局部图，得知该片高位池虾塘用地总面积117.51亩。其中II级林地为10.87亩，该地块上的高位池虾塘于
2009年已全部退塘，不再进行养殖作业；非林地为106.64亩，该地块上的高位池虾塘尚未退塘。
经比对《海岸线200米内虾塘位置示意图》得知，在群众反映地点及周边有12户村民养殖的34口高位养虾池，其中4户已于2019年6月份退塘，共退塘8口。《海岸线200米内虾塘位置
示意图》中未载明养殖户的高位养虾池有部分存在养殖作业行为，但由于该图制图时间间隔较远，目前这些养殖户的身份正在进行调查中。现场未发现污水直排大海的问题，养殖户在
养殖作业中产生的污水均排到林地后自然浸透排入大海。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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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龙华区农业农村局已将证据线索移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将对该企业侵占破坏林地的行为立案查处。

问题正在解决。
（一）要求海南荣辉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要求砂石生产线没有封装完毕前不
许试机，并严格落实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通过环保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二）要求该项目加强厂区喷淋、洒水及料场的覆盖等降尘措施；
（三）向企业负责人强调企业环保责任，增强企业环保主体意识，自觉肩负
其企业环保责任；
（四）加强环境监管，加大巡查力度，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从严从快
查处。

（一）对西岛景区违法建筑采取的处理措施
目前已完成西岛景区违法建筑拆除面积共14957.17㎡，其中包含拆除剑麻
酒店和涉及保护区范围的部分即最高潮位线向陆一带30米全部建筑物；对
其在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批复手续的情况下已开工建设的行为下达
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并处罚468.369万元。
剩余的违法建筑体量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无法确认现状拆除情况是否超出原有体量和范围，如继续拆除可能会造
成超体量或超范围过度拆除。下一步将按照市长办公会议纪要125期“按
程序报请上级相关部门审批后，依法完善规划报建审批手续；若上级相关
部门不同意补办规划报建手续，则依法拆除新增建设的项目”的要求，待西
岛公司按程序报批后，再按报批的结果，确认是否继续拆除。
（二）对西岛景区采取的处理措施
2019年6月6日，天涯区生态环境局针对该公司的上述项目在未取得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批复手续的情况下建设码头和电瓶车道的行为，下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建设并处1,480,660.4元罚款。目前该项目已停
止建设。
（三）对西岛景区污水的处理措施
天涯区正在西岛建设日处理量为1600吨/天的市政污水处理厂，计划收集
西岛社区和西岛景区的生活污水统一进行处理。目前，该污水处理厂建设
进度为95%，预计2019年10月投入使用。

一、责令该石场制定整改方案，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将生产造成环境影响降
到最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督促落实。
二、2019年8月12日，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该石场机制砂生产线未办理相关
环保手续，擅自于2019年5月开工建设行为，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儋环责改字〔2019〕115号）。

（一）市生态环境局对海南立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二）“利剑”行动指挥部办公室下发责令自行拆除通知书，要求其于2019年
8月20日前自行拆除该洗砂场建筑、机械设备平整场地。
（三）海南立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该洗砂场，“利
剑”行动指挥部办公室将联合各成员单位进行拆除。
（四）该洗砂场目前已停止营业。

进一步加强巡查力度，确保该厂持续做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并循环利
用，不对外排放。

1、要求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要按要求继续做好治理工程维护及苗木的
成活保养，确保苗木成活率，恢复生态环境。
2、责成万宁兴发石料有限公司切实做好采坑周边铁丝网防护栏维护工作，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切实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举报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一）包案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冰晶组织市综合执法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生态环境局和大茂镇政府的领导等有关人员于8月13日下午再次到
该加工厂进行现场核查时，发现自行拆除期限已到但该加工厂还未拆除，
核查组领导再次督促该加工户务必在8月18日前自行拆除完毕，如有逾
期，大茂镇将组织市综合执法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在8
月19日对该加工厂进行强制拆除。
（二）镇政府组织村委会及网格员加强对该加工厂的巡查，督促该加工厂尽
快进行拆除，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一）该养殖场接到县渔业服务中心责令整改决定书后，已将两处废水排放
口用沙土封堵两个涵管，并用水泥沙石浇灌，堵住废水外排；
（二）该养殖场也按照县渔业服务中心指导的以海南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
标，安装了尾水处理一级、二级好氧硝化池、水泵和防爆水带等尾水处理循
环利用设备，将处理后的养殖废水用水泵抽到农地灌溉，多余的水量用水
泵抽回养殖池，已达到循环利用的效果；
（三）该养殖场也与海南力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每月对养殖尾水
（废水）进行检测，达到养殖尾水管理的要求，不对外界环境进行污染。
（四）县生态环境局已对琼中吊罗山源润养殖场牛蛙养殖项目“违法设置排
放口”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琼中环责改字【2019】11号），责令该场立即将擅自增设的排放口（两个涵
管）进行拆除，并将改正违法行为情况三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县生态环境
局。目前该两个涵管已堵住，处理过后的养殖废水通过回抽用于农业灌
溉。
（五）目前该养殖场通过逐步减产和减料，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计划将投入
埃及鲇鱼、种树、增加100亩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增加过滤设备，改进污水
处理系统等方法，降低养殖产生的臭气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一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管理法》，于今年6月
20日已向11户未退塘户发放《关于责令停止擅自占用海域进行取排水行
为的公告》，责令让其自行拆除取排水口；二是责令有关部门和属地镇加大
调查力度，对《海岸线200米内虾塘位置示意图》中未载明养殖户的高位养
虾池进行调查核实；三是针对目前养殖户未自动拆除取排水口的行为，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步将继续下发责令拆除取排水口的催告书，责令其在
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四是我县下一步将组织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生态
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依据各职能，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改，清退等措
施；五是要求属地镇尖峰镇政府要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配合我县的下一
步工作。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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