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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和长

天路交界处南侧椰树集团

第二工业城的西边有三个

烟囱（位于水塔的南侧），

在早上6点左右烟囱底部

冒白烟，晚上不时散发异

味，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三亚华盛天涯水泥厂产生

噪音、破坏山体、不经处理

偷排污水，污染环境。

1.三亚市吉阳区榆红北路

龙虎园旅游景点右边约

200米处，有一家三亚宏发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危险

化学物品储存仓库），无环

评审批手续。

2.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大道

100号海南群力药业有限

公司办公区域内有一块空

地，群力公司将这块空地

租给三亚巨澜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用于存放危险化

学物品，无环评审批手

续。

3.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

往药谷4路直行至尽头后

再往前 100 米处西侧坡

下，有一家海南豪锋裕化

工 贸易有限公司（危险化

学物品储存仓库），该仓库

无任何危化品储存证件，

无环评审批手续。

儋州白马井镇龙山农场13

队附近有一家昌茂建材有

限公司（采矿场），作业时

飞尘、噪声污染环境，导致

周边农田长期水土流失严

重无法耕种。

澄迈老城新兴港码头檀溪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违规建

设矿粉厂，未经环评直接

生产，产生粉尘、噪音、废

水废渣等破坏环境。

澄迈县马村港港内散装水

泥中转站未批先建，没有

办理相关手续，违规建设，

违法经营，洒落的水泥粉

用水冲洗直接排入大海，

粉尘污染严重，噪音影响

范围广，严重影响马村港

及周边居民环境。

定安县的海南旭升环保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批

准私自建设厂房生产水

泥，产生大量粉尘及噪音

污染周边环境，影响当地

居民的生产生活，车辆严

重超载，晚上作业，影响当

地居民休息。

九所镇由于未建设污水处

理厂，10多万人的生活污

水未经处理直排牙母沟水

体最终排入附近海域，造

成牙母沟水质变差、散发

臭味，尤其是高铁站附近

臭味明显。

陵水县岭门农场居红七队

军部岭土地有一家泡沫

厂，生产泡沫产品，排出大

量的废水、废气污染空气、

污染农田、污染使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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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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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12日接件后，海口市秀英区戴洪泽副区长带队，区生态环境局、长流镇人民政府等主要负责人前往秀英区海盛路111号。经实地核查，查明以下情况：

椰树第二工业城厂区锅炉房内设有4台蒸汽锅炉（两台为10t/h的锅炉，两台为20t/h的锅炉），产生蒸汽主要作用于为生产车间提供动力支持。锅炉均使用天然气

作为燃料。厂区内有四根烟囱，高度为35m。锅炉蒸汽在平时使用过程中，因压强原因不定时出现短暂性水蒸汽外排现象；厂区每周对锅炉进行检修一次（一般安

排在周日早晨），检修过程中因锅炉温度降低导致大量水蒸气外排，即为肉眼所见之白烟，水蒸气外排持续时长为30分钟，外排水蒸气不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2017年至今，椰树第二工业城陆续对厂区的环保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分别为污水站升级改造（设置臭气处理设施，除异味装置；整个污水站系统升级改造，完善废

水处理效率和质量；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及制罐车间排气筒的改造（将原有的三个排气筒合为一个，并提高排放高度），累计投资2578万元。

椰树第二工业城厂区污水处理站主要构筑物有调节池、格栅、气浮池、厌氧池、接触氧化池、二沉池、絮凝反应池、污泥池。项目污水处理站位于项目北区东南角。采

用的处理工艺为“UASB厌氧池+接触氧化法”。处理规模为10000m3/d，污水站24小时运转。设计指标为出水水质满足白沙门污水处理厂入网标准，污水排放至

白沙门污水处理站处理。2018年12月7日、2019年4月15日的检测结果显示废水属于达标排放。

椰树第二工业城厂区内废气主要来源为制罐车间及制瓶车间产生的工艺废气；锅炉燃烧产生的燃烧废气；污水处理站运行时厌氧池及好氧池处理时产生的恶臭气

体。锅炉废气通过35cm排气筒排放；罐车间废气通过28m的排气筒排放；污水处理站处理池废气通过集气装置通过15m排气筒高空排放。2018年12月7日、

2019年4月15日的检测结果显示废气属于达标排放。现场未闻道刺鼻气味，有淡淡的椰丝味。

走访周边情况：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于8月12日及8月13日走访询问周边餐饮店及椰海小区居民，居民均表示未闻到异味。

区生态环境局及长流镇工作人员于8月12日晚21:00—21:30到椰树第二工业城厂区及周围进行巡查，未闻到异味。

2019年8月12日，由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查，海南华盛水泥控股有限公司为抱坡岭废弃石灰岩矿山治

理恢复工程项目代建单位，该公司自愿承担山体恢复总投资的三分之一费用。至2016年底，山体的修复工作全面完成，目前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主要任务

是对山体的树木花草进行养护，确保山体的治理达到预期效果。该项目已完工，复绿效果良好，各方面反响较好，现场未发现非法占用、开垦等毁林行为，没有破坏

山体现象。

根据2019年7月11日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C〔2019-06〕226号），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三级标准。该项目有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60200671098889B001P），生产区和员工休息区产生的污水收集后排至大门外侧的过滤池，再经截流井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厂外的过滤池已进行遮盖措施。根据2019年7月11日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C〔2019-06〕226号），废水排放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三级标准，符合入网条件，不存在产生偷排污水污染环境。

2019年8月12日，三亚市吉阳区政府组织现场核实。经查，三亚弘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开工建设，主要储存甲醇、乙醇，数量50吨，未超过范围经

营；海南巨澜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开工建设，主要储存甲醇，数量50吨，未超过范围经营。两家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均在有效期范围内，安全

生产台账、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完善，安全生产负责人均在岗在位。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三亚弘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巨澜新能源有

限公司均属于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但两家企业自建设投产以来，一直未依法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手续。

海口市秀英区政府组织现场核实。经核：1.仓库用地核查情况。海口豪锋裕化工有限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建设三间存放化工物品仓库、一间加工简易棚、两排砖

瓦房及堆放化工物料项目，涉嫌违法用地。2.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情况。海口豪锋裕化工有限公司持有海口市秀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证书编号：琼海秀危化经字[2019]000007号，有效期至2022年 6月 4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第三类），备案证明编号：（琼）

2J46010000032，有效期至2020年07月27日。经初步调查，暂未发现该仓库存放危险化学品.3.环保审批情况。海口豪丰裕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品主要贮存硫酸铝、

草酸等化学品，该类化学品不属危险化学品。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该仓储项目属于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应进行备案登记，现场负责

人未能提供备案手续。办件反应的内容部分属实。

2019年8月12日下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局市生态环境局和排浦镇政府到昌茂石场进行现场核实调查，情况如下：

（一）2019年8月，市生态环境局对该石场噪声、粉尘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噪音和无组织排放粉尘达标排放。

（二）该石场周边环境敏感点有3个，分别是：南黄村，位于石场东北面，距离1800米；龙山农场十三队种植园生活区，位于石场北面，距离450米；春江糖厂，位于石场

东北面，距离1500米。未发现该石场开采导致周边水土流失无法耕种现象。

（三）综上所述：信访人举报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海南檀溪于2017年9月相继获得《关于批复海南檀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60万吨/年矿粉（修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澄环函〔2017〕366号）和《关于

批复海南檀溪二期年产90万吨矿渣微粉扩建工程（修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澄环函〔2017〕372号）的批复文件。并于2018年4月获得《关于海南檀溪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60万吨/年矿粉（修编）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意见的函》（澄环函〔2018〕114号）和《关于海南檀溪二期年产90万吨矿渣微粉扩建工程

（修编）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意见的函》（澄环函〔2018〕115号）。

（二）根据昌江黎族自治县环境监测站分别于2019年1月26日和5月28日对海南檀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废气烟尘项目进行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昌环监字2019-

WT-01号）、（昌环监字2019-WT-23号）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达标。

（三）海南檀溪产生噪声源主要为磨机和风机等设备。该公司已选用低噪声节能设备，合理布设高噪声设备，并采取隔音和消声等噪声防治措施。

（四）海南檀溪未产生废水(冷凝水循环使用），只有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汇入收集池，定期外运至进入老城西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管网排放。

（五）海南檀溪产生废渣主要为各除尘器收集下来的粉尘、除铁设备产生的铁渣、热风炉燃烧燃料产生的炉渣，已按要求进行分类收集，合理利用。

（一）水泥中转站2015年开工建设，当时未办理环评审批相关手续，存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已依法对该公司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在我省2016年开展的

清理整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中，根据《关于印发〈海南省清理整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函》（琼环函﹝2016﹞817号）的文件要求，该公司委托

环评编制单位编制了环境现状评估报告，并在县环保局进行了备案，环评手续已经完善。由于海南汇佳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水泥中转站项目无相关报建手续，属于

违法建筑，已于2019年8月13日对该公司下达《限期整改违法（章）行为通知书》（海城管限改字〔2019〕138号）。

（二）水泥中转站所在的马村港区二期工程码头前沿已于2013年12月整体通过了海南省港务局消防支队的消防竣工验收。

（三）水泥中转站所在的马村港区二期工程已于2016年10月整体通过了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环评验收。

（四）水泥中转站的5个罐体均为密闭式，且均安装了粉尘吸收装置，吸收的粉尘重新进入罐体，没有外排，对罐体中的水泥或者矿粉进行转运时，也是通过管道直接

输送至密闭的槽罐车中，对场地内洒落的少量水泥粉进行清扫回收，该厂未存污水外排口。

（五）中转站没有大型设备，噪声源主要为吸尘装置及运输车辆，该项目离最近的居民点约1.3公里，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海南汇佳城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粉尘及噪声进行采样检测。

2019年8月12日下午15点，由县科工信局牵头，联合县环境局、县综合执法局、龙湖镇政府等相关部门领导及执法人员组成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经检查，该公司

具有相关的环评审批手续，检查当时该公司并未生产，正在进行生产设施设备检修工作。该公司距离最近居民点约一公里左右，未发现存在车辆超载现象，但发现

该公司存在危险废物储存不规范的行为。

8月14日，我县水务局组织九所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地点进行实地核查。并实地察看了位于九所新区的山海湾1、2、5三个小区污水排放情况。以

上三个小区在高峰期（冬天）约有6万人口入住。经查，山海湾各小区的生活污水排放方式都是由各小区的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接通到市政排污管道直排入鸭母沟，每

个小区均接通市政管道排污口。但由于九所镇污水处理厂尚未建成，同时缺少科学的治污排污手段及设备，未经规范处理的生活污水的大量排入，对此处水体造成

污染，对鸭母沟的水质造成一定影响，水质富营养化较为严重，尤其是在乐东高铁站附近区域路段污水发臭较为明显。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19年8月12日下午，我县生态环境局联合县综合执法局、县科工信局、光坡镇政府等职能部门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一）该泡沫厂现场未发现生产作业（属于停产停业状态，厂区内只有一名管理员），现场发现该泡沫厂生产用电已断开，厂区内通道及厂房周围都长满杂草，未发现

排放废水、废气现象。据了解泡沫厂每年冬季瓜菜季节才进行生产，主要是生产瓜菜泡沫箱。目前非我县冬季瓜菜生产季节，未开展泡沫箱生产工作。

（二）经对周边农田现场核实，未发现有废水流入农田的现象。

（三）经随机走访询问该厂周边村庄11户群众，结合我县生态环境局日常巡查情况，该厂已于2018年停产至今。

（四）2018年2月8日我县原生态环境保护局对该泡沫厂进行了立案，对该厂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违法行为进行查处：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处

以总投资额780万元人民币2%的罚款，即人民币15.6万元。该厂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款，我县原生态环境保护局已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人民法院于

2018年10月24日作出同意依法强制执行决定。多次查找约谈经营者，至今未执行到位。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向椰树集团第二工业城负责人强调企业要确保严格规范管理，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严

格执行各项排放标准,增强环保主体意识，积极履行环保责任，自觉守法，并加强厂区的绿化，

降低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区生态环境局加大对椰树集团第二工业城的日常监管力度，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

依规查处。

（三）长流镇加强对椰树集团第二工业城厂区巡查监管力度。

我市相关职能部门继续督促企业做好山体复绿养护及污水排放管理监督工作。针对交通运输

产生噪声问题，已责令企业加强运输车辆管理，设立减速带，禁止鸣笛减少噪声，合理安排运输

时间，避开居民休息时间，采取绿化、围墙等屏障措施，减轻项目运输扬尘、噪声等环境影响，有

专职人员在门口进行洒水降尘，对易产生扬尘时段和路段采取洒水等措施防止运输道路扬尘

环境影响。目前，该公司正在建设一条水泥输送管线，水泥从火车站仓库过管道直接输送到三

亚粉磨站，将大大减少车辆运送产生的噪声问题。

（一）针对三亚弘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危险品仓储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问题。根

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对三亚弘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三）安监现决[2019]06-30号，责令立即整改、停止生产，暂扣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吉阳区生态环境局立

即对三亚弘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吉阳环保字2019第067号），

责令于2019年11月13日前限期办理环评手续。区生态环境局根据违法事实立案调查；

（二）针对海南巨澜新能源有限公司存在危险品仓储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问题。根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对海南巨澜新能源有限公司下达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三）安监现决[2019]06-29号，责令立即整改、停止生产，暂扣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吉阳区生态环境局立即对海

南巨澜新能源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吉阳环保字2019第068号），责令于2019

年11月13日前限期办理环评手续。区生态环境局根据违法事实立案调查。

（三）针对海口豪锋裕化工有限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建设三间存放化工物品仓库、一间加工

简易棚、两排砖瓦房及堆放化工物料项目，涉嫌违法用地问题，海口市秀英区国土大队已现场

向该公司下达《协助调查通知书》（秀英NO：0002066）和《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秀

英NO：0002880）并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材料到区国土大队作询问笔录。海口市秀英区国土

大队委托第三方测绘队对该地块进行实地测量，待测量报告出来，（测量报告2天内出结果），

如有违法将依法处置。

（四）针对海口豪锋裕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品仓储项目未进行备案登记问题，海口市秀英区生态

环境局对其未进行备案登记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同时强调企业要增强环保主体意识，

积极履行环保责任，自觉守法。秀英区应急管理局将结合危险化学品综合整治工作，继续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将加大巡查力度，加强监管，避免出现环境污染问题。

（一）2019年8月13日，对海南檀溪下达《提醒改正通知书》，一是及时对裸露原料堆场进行全

覆盖；二是对厂区道路进行修缮；三是原料堆场作业区及厂区道路清扫，增加洒水区域和频次。

（二）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公司对海南檀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厂界粉尘和噪声进行采样检测。

（三）第三方检测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开始对海南檀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厂界粉尘和噪

声进行采样检测。如检测结果出现超标，将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海南汇佳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粉尘及噪声进行采样检测。

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如发现存在超标排放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1.针对该公司未规范储存危险废物问题，县环境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企业

立即整改，规范储存危险危废物，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2.要求该公司恢复生产时提前报告，县环境局将组织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公司对该公司生产过

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公司运输情况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车

辆超载情况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一是县水务局（河长制办公室）已向山海湾各小区下达《关于要求海南利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定期清理山海湾各小区三级化粪池的督办通知》，责令各小区对三级粪池进行清理，且

在九所镇污水处理厂未建成投入使用前必须定期清理；二是要求九所镇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

河长制工作要求，落实河长责任，加强鸭母沟河道巡查，按照《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以“清洁河

流水质、清除河道违建、清理违法行为”为重点的“清河行动”方案》、《乐东县河湖“清四乱”专项

整治实施行动方案》，开展河道清理，保障河道水清岸美；三是我县将加快推进九所镇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工程（计划2019年内开工建设）建设，该项目估算总投资30918万元，主要新建

九所新区污水处理厂一座，新建污水干管总长度25.399km，管径d300mm～d1800mm。新建

污水提升泵站一座，污水提升泵房近期流量设计，近期污水最大提升能力1409m3/h（K总＝

1.51）。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立项批复、用地预审审批、初步选址、可研批复等前期工作。

（一）我县生态环境局已责令该泡沫厂补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及验收，经验收合格后

才能恢复营业。

（二）我县将加强该泡沫厂的日常巡查监管，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对该泡沫厂生产作业情

况进行检查监督，如发现擅自违法生产作业问题，将坚决依法处置。

（三）我县将跟进了解该厂履行《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琼9028

行审50号）的情况。如发现其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将建议县人民法院依法对其法定代

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问题解决情况：由于该泡沫厂已停产停业，未发现排放废水、废气现象，也未发现有废水流入周

边农田和水源的现象。下一步我县将加强对该泡沫厂的日常监管，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将坚

决依法处置。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8月23日

00:00－2019年8月23日05:00对中国电信保亭分公司线路

网络进行割接优化。届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新政、

毛岸、金江一区地区业务使用将受短暂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保亭分公司

2019年8月22日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五营销服
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7日；负责
人：王宇雄；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146号城西
商务中心第3层商业3B西侧307-3013号；邮政编码：570100；
联系电话：0898-68569301；机构编码：000018460108002；业务
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
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五营销服务部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昌江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05年05月27日；负责人：沈

鹏；机构住所：海南省昌江县环城东路西侧1号兴业世纪广场C栋

109房、209房；邮政编码：572700；联系电话：0898-26651037；

机构编码：000018469026001；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

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

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

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

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昌江营销服务部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8HN0125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研发楼A

栋203室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共为207.09平方米，租期5

年，挂牌底价为136680元/年。公告期：2019年8月22日-

2019年9月4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8月22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8月23日

（00:00－06:00）对VOLTE(高清语音)系统进行优化。届时，

VOLTE(高清语音)手机用户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如

果发现不能拨打电话，请关机重新开机。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9月6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位于海南省琼中县营根镇海榆中线西侧（城北新区）两宗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三层建筑物。标的详情如下：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19年9月5日下午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标的按现状拍卖，竞买人须自行到相关部门
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琼中县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过户税费按
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联系电话：0898- 31302088
13637647779 17789896368；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
座21层；网址：www.tlwpm.com 微信公众号：hntlwpm

序号
1
2

土地使用权面积
200m2

200m2

建筑物
三层
三层

土地使用权证号
琼中国用（2016）第171号
琼中国用（2016）第172号

参考价
450万元
450万元

竞买保证金
90万元
9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