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拆违超17万平方米

本报八所11月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吴衍阳）11月6日上午，东方市组织多部门联动，
依法对东方市板桥镇中沙农场和水漫村等区域内
的9栋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拆除违法建筑面积约
5623平方米。

据悉，本次拆除的 9栋违建建筑是海南润
森鑫祥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仙居谷
项目，该项目在未经林业、规划、住建等部门审
核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用于建房，其
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东方市政府决定予以依法
强制拆除。

东方持续以“严实硬”的工作作风强力推进
“两违”整治工作，有效遏制违法建筑蔓延势头。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方共拆除“两违”694宗，建
筑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

东方

多部门联动拆违31宗
本报临城11月6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吉洋洋）11月5日，临高县多部门联动依法对新盈
多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当天共拆除违法建筑
31宗，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

当天，由临高县、新盈镇两级综合行政执法局
及公安、消防、供电、交警等部门180余人组成的联
合执法工作组，在新盈镇辖区内，针对重点敏感区
域的违法建筑，在完善相关执法手续的前提下，依
法进行强制拆除。

此次行动共拆除违法建筑31宗，拆除违建面
积5000多平方米，确保实现“减存控增”目标。临
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两违”，临高将继续加强
巡查管控和打击力度，坚决从源头上预防，发现一
宗，查处一宗，拆除一宗，坚决打赢“两违”整治攻
坚战。

临高

三亚

今年以来拆违2316宗
本报三亚11月6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报

记者从三亚市有关部门获悉，11月5日，三亚市天
涯区行政综合执法局对位于凤凰片区蓝州小区内
的19栋违法建筑启动依法拆除。

现场负责拆除工作的天涯区综合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批违法建筑在2008年到2013年
期间建设，19栋违法建筑总建筑面积为1.04万平
方米，其中有9栋属于省有关部门确定的“两违”
图斑。

当天，经过8个多小时的不间断作业，蓝州小
区内两栋逾10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拆，其
余17栋将在半个月内拆完。

三亚市打违办负责人介绍，三亚市打违办组
织各区于10月21日至11月21日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集中拆违行动，集中拆除159个“两违”图斑，
建筑面积超5.8万平方米。今年以来，三亚共拆除
违建2316宗，建筑面积98.5万平方米，占地面积
692.4亩。

据了解，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
国家认定的条件致病菌，容易引起
急性肠道炎、脑膜炎、败血症和皮肤
炎症等多种疾病。省疾控中心出
具的专家意见函证实，本案所涉及
的包装饮用水铜绿假单胞菌对易
感人群存在一定的健康危害风险。

王永飞认为，龙桥分公司在
受到多次行政处罚后，对待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整改要求仍敷衍
了事，其生产的包装饮用水屡次被
检出铜绿假单胞菌项目，被判定为
不合格产品，企业却未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提高水质，主观上存在重大
过错。该公司上述侵权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属
于本案适格被告。龙桥分公司作为
海口琳某公司分支机构，其民事责

任也应由海口琳某公司承担。海口
琳某公司也属于本案适格被告。本
案中，被告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在省级媒体上发布召回信
息，其召回义务并未履行完毕。

“海口市检察院对涉事企业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探索性地提

出了要求其采取改进生产设施、
卫生条件，加强出厂检测等有效
措施确保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
品，以消除危险的诉讼请求。”王
永飞说，本案的成功办理，对包装
饮用水行业在规范生产、安全生
产方面有示范引领作用，真正达
到起诉一起、警示一片的社会效
果。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海口一企业生产销售不合格包装饮用水，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督促企业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法定义务

公益诉讼·以案说法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近日，最高检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开发布26起全国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典型案
例，其中，海口市人民检察
院诉海口琳某物资工贸有
限公司（下称“海口琳某公
司”）、海口琳某物资工贸有
限公司龙桥分公司（下称

“龙桥分公司”）生产销售不
合格包装饮用水民事公益
诉讼案入选。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参与办理此案的海口
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永
飞表示，企业对包装饮用水
生产环节把关不严，将埋下
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检察
机关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
件，重在督促生产企业履行
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法定
义务，维护社会公益。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通过“两
法衔接平台”发现本案线索，经初
步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7月11
日立案审查，查明事实：

自2015年以来，龙桥分公司

生产的包装饮用水在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组织的抽检过程中，
多次被查出铜绿假单胞菌、菌落
总数、霉菌等项目不符合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要求，并被认定为不

合格产品。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先后对龙桥分公司作出5
次行政处罚。

经查，龙桥分公司每天生产
100桶至 200桶包装饮用水，每

年销售额 20 万元左右，其生产
的不合格包装饮用水销往海南
多个市县，销量大、范围广，对广
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
危害。

2018年 10月 10日，海口市
检察院发出公告，告知有权提
起公益诉讼的机关或组织可依
法对龙桥分公司提起民事公益
诉 讼 ，并 函 告 省 消 费 者 委 员
会。但到 11 月 8 日公告期满

后，仍没有法律规定的有权机关
或组织提起诉讼。

11月23日，海口市检察院向
海口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
讼请求为：一、海口琳某公司、
龙桥分公司等两被告在省级公

开发行的新闻媒体上发布公告，
召回其生产的相关包装饮用
水；二、两被告停止生产、销售
不合格产品，消除侵害公益危
险；三、两被告在省级公开发行
的新闻媒体上赔礼道歉；四、为

确定该包装饮用水确实存在损
害社会公益的问题，检察机关
依法委托专家咨询专业意见。

12月29日，海口中院作出一
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
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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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

黑榜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竹林掩映下，一座用火山岩垒砌
的旅游公厕古朴美观，方便往来游客
使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日前探访
澄迈县金江镇杨坤村委会美榔村小
组时见到的情景。

记者注意到，位于村口的这座旅
游公厕24小时开放，除了设置男、女
卫生间外，还配备残疾人洗手间、工
具间。厕所内部敞亮、无异味，设施
设备完好无损，外墙则张贴着二维
码，方便游客随时提意见、报修等。

“早上6时起，我便开始打扫旅
游公厕，特别是中午人流量大时，需

要随时进行检查、清洁。”该旅游公厕
保洁员陈桂平告诉记者，除了做好厕
所内部的卫生清洁工作，她还会重
点做好外部环境的保洁和美化，定
期灭蚊蝇，确保给游客留下好印象。

据悉，美榔村至今已有 700多
年历史，属于中国传统古村落，现
保存有美榔双塔以及60多间火山
岩老屋。2013年起，美榔村开始规
划建设美丽乡村，澄迈县委、县政
府投入1300万元修复美榔双塔、火
山岩房屋，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和道路硬化、美化等工作。2016
年，美榔村又建起了两座无害化旅
游公厕，进一步助推美丽乡村建

设，发展旅游产业。
“没建旅游公厕之前，村内也有

老旧的露天公厕，无专人管理，卫生
条件差，很多村民干脆钻树林方便，
不仅不安全，也不卫生。”杨坤村党支
部书记王有道表示，如今，美榔村成
为澄迈乡村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在旅游旺季，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能
达到3000人以上，而旅游公厕也成
为了村内的一个亮点，获游客多次

“点赞”。此外，旅游公厕还帮助提高
了村民的卫生意识，不少村民主动建
起带三格化粪池的无害化家用厕所，
使人居环境更加整洁舒适。

（本报金江11月6日电）

澄迈县金江镇美榔村：

“高颜值”公厕扮靓百年古村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日前，有群众反映称，澄迈县金
江镇澄辉学校公共厕所恶臭难闻，周
边居民不堪其扰。11月2日，海南日
报记者来到澄辉学校，就群众反映情
况进行实地走访。

当天上午11时，记者走进该校公
共厕所，发现蹲便池仍有粪污未冲洗
干净，散发难闻气味。

据记者观察，这座公厕背靠金江镇
环城西路龙珠四巷,附近有不少居民
楼。紧邻公厕居住的陈先生表示，该公
厕已建约20年，每天散发难闻气味，龙
珠四巷20多个住户都能闻到厕所臭气。

“夏天最难熬，我们不开窗，则太

闷热，开窗则受不了这些气味，而且还
会有苍蝇、蚊子往家里钻。”住户蓝女
士表示，自2013年她在此处建房以
来，多次联合周边住户尝试与校方沟
通，希望加强厕所管理，但效果不佳。

当天中午，记者多次致电澄辉学
校负责人，尝试就居民反映问题进
行沟通，但均无人接听。该校负责
人后托人转告记者，澄辉学校场地
属于就地租赁，校方只负责厕所日
常管理，就居民反映臭味问题，学校
将要求保洁员加大清洁力度，采取
多种清洁措施减少异味。但涉及厕
所搬迁、升级改造问题则不属于其
职责范围，应找该户主解决。

（本报金江11月6日电）

澄迈县金江镇澄辉学校：

厕所臭烘烘，校方“踢皮球”
海口琼山1216户
无害化厕所改造完成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记
者张期望 通讯员许晶亮）“区里
爱卫办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我们
才知道厕所可以如此改造。”近
日，在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先
社区蛟龙冲村，村民符策文在完
成厕所改造后感慨地说。

自该村今年3月起推进改厕
工作后，甲子镇和相关部门组织
人员进村入户，全面摸底排查，
计划新建和改造厕所共计 26
户。目前，蛟龙冲村已完成厕所
改造23户，剩余3户也即将在近
期完工。除此之外，蛟龙冲村厕
所排污管道工程也已完工，直接
受益群众达400多人。

据了解，今年琼山区高质量完
成1216户无害化厕所改造任务，
基本实现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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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候鸟型”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设立“候
鸟”人才工作站。允许内地国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
术和管理人才按规定在海南兼职兼薪、按劳取酬。

Innovate the“migratory-bird”talent in-
t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mechanism
and establish“migratory-bird”talent work-
stations.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nd man-
agement personnel from state-owned en-
terpri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inland
are allowed to get part- time jobs in
Hainan with labor-based payment accord-
ing to relevant provisions.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A: How do I get to the tourist in-
formation centre?

请问如何前往游客信息中心？
B: You can go straight along this

road and turn right to Qi Lou old street.
你可以沿着这条路直走，再右拐到骑楼老街。
Toilet 厕所
Police station 警察局/派出所
Train station 火车站
Hospital 医院
Clinic 诊所
Pharmacy 药店
Post office 邮局
Mail box 邮筒
Travel agent 旅行社
Currency exchange 找换店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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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持续发力打造本
地绿橙品牌。位于琼中县
湾岭镇的琼中绿橙加工厂
今年引进带有无损伤测糖
功能的分拣流水线，可对
绿橙进行智能识别，按照
果径、甜度对应分拣为特
等果、一等果、二等果和等
外果，再投放入筐。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琼中：

机械生产线
“巧手”分拣绿橙

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美榔村的旅游公厕整洁美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县金江镇澄辉学校公厕臭气熏天，周边居民不堪其扰。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