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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公布2021年第一批污染生态环境执法3起典型案例。

海口江东新区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公布3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
海南粤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违法排污

海南粤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天鹅湾小区物业服
务公司，私设暗管排放小区水污染物，污染周边生态环
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海
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规定》，于今年3月18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
该公司处以人民币18.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令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目前该公司已交罚款，完成整改。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余
小艳）8月13日晚，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根据海南省琼州海峡轮渡运
输管理办公室提供的线索，在海口市
新海港查获一辆运输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货车，执法人员跟随货
车来到该批货物的运输企业——百
世快递海南总部，现场扣押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750箱。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现场扣
押的该批塑料制品外包装信息显
示收货地址为海口、屯昌、万宁等
多市县，收货人多为餐饮店等。其
发货地址则没有显示，但运输单上
盖有“百世快递已验视”“百世快递
已安检”等字样。

“货是从广东过来的，我们是
接第三方的，负责承运。货物在到

达海南之前，我们不知道运来的是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百世快递海
南总部一名负责人介绍，该批货物
多数来自网络购物平台，早前百世
快递海南总部已经接到相关部门
的通知，了解海南禁塑的有关规
定，禁止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进入海南。但货物由其他省
份发货，海南公司在接货前无法得

知货物信息，只能由总公司协调各
省份的发货地进行处置。百世快
递海南总部方面也已向总公司打
报告，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海南明确禁止运输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早前也约谈了几
家知名运营商、物流平台，签订了
承诺书，企业承诺不会运输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进海南。目前，

针对该企业涉嫌运输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的情况，予以立案调
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介绍，禁塑执法会持续下去，
执法力度会越来越大，执法部门告
诫部分个体户、餐饮企业，禁止购
买、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更不能运输、储存。一经发现，
执法部门将予以严厉查处。

运输750箱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入岛
百世快递海南总部被立案调查

儋州清理土地领域
突出问题图斑
1天拆除4座违建仓库

本报那大8月14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8月13日，儋州市全面打响2019年土地突
出领域问题图斑整治攻坚战，那大镇党委、镇政府
组织60多人和3台挖掘机，到美扶村委会帮助村
民拆除违建仓库，挖掘机挥舞巨臂和挖斗，砸毁4
座铁皮屋顶的违建仓库，共计拆除9000余平方米
的违建。从今年6月至8月14日，那大镇完成整
改、清理土地领域突出问题图斑22宗，拆除违法建
筑面积1.1万平方米，转移瓷砖、水泥等货物3万余
吨，土地领域突出问题图斑整改率达到78.6%。

儋州市那大镇主城区周边村庄有2019年土地
领域突出问题图斑28宗，占全市总数的23.9%。图
斑数量多，分布较广，违建的简易仓库类图斑，存放
4万余吨的瓷砖、水泥等货物，拆除和清场难度较
大，给整治、清理土地领域突出问题图斑造成较大阻
碍，成为“两违”整治中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那大镇党委、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加强
源头管控，坚决杜绝土地领域和乱占耕地等违法
建设行为。强化监管，完善“两违”网格化三级巡
查防控机制，联合无人机分队巡查织牢立体防控
网，快速查处，严厉打击。以编制村庄规划为契
机，调整建设用地，为经济发展创造优越条件。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走，去老地方看看‘宝贝们’
去。”8月12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新
坡镇新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韦
荣健叫上同事，顶着烈日出发了。

韦荣健所说的老地方位于新坡
镇墟西侧的新安村，而他口中的“宝
贝们”则是一棵棵长势喜人的椰苗。

为何称这些椰子苗为“宝贝”？
“这是我们结合新安村的实际情况引
进的主导产业，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打
造景观特色，实现产业发展和村庄建
设双赢。”韦荣健说道。

以草治草消除卫生死角

选择椰子作为主导产业，新坡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也作了一番考察。

2019年，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
后发现，新安村除了村东侧的田园种
植瓜菜外，北侧、西侧、南侧近310亩
撂荒地，长年搁置，没有耕作。而村
里闲置地空置地杂草丛生、灌木横
长，成了天然的卫生死角，全村的卫
生状况不容乐观。

“我们也投入了人力、物力，对新
安村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居环境整治，
但是由于没有后续管理，村里闲置
地、空置地上的杂草和灌木再次生
长，再次成为村民的垃圾倾倒点。”韦
荣健说道。

经过分析，新坡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认为，必须发展产业，以产业打造
景观，激发群众热情，而村里环境卫
生管理的重点难点是闲置地空置地
的杂草丛、灌木丛等，只有“以草治
草，以作物遏制杂草和灌木”才能消

除这些卫生死角。
“新坡村土地松软肥沃，气候条

件、日照条件及降雨量都适合种植椰
子。村里也一直有种椰子的传统，村
民种植技术过关，管理熟练。”韦荣健
告诉记者，“因此我们提出了以椰子
为主导产业，以生姜、蒲公英为辅助
产业的思路，打造颇具特色的新安

‘椰子村’。”
2020年，工作队就发动村民在

新安村南北两侧及道路两边，种植椰
子200多亩。2021年，又在新安村的
西侧及东侧田园的田埂小道上种植
椰子110亩。

保底分红调动村民积极性

产业确定了，椰子苗也种下了，
怎样管理？“由村民小组聘请管理公

司进行管理，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收
益、按股分红的方式进行分配。”韦荣
健说道。

椰子苗种下4年后才能有收益，
但是分红则从入股开始算起，“从今
年起就开始发放保底分红，标准为每
亩600元；产生效益后，如果亩产量
达到1万元或以上，则在每亩保底分
红的基础上，增加十分之一的效益分
红。”韦荣健举例说道，以亩产达1万
元为例，则该年每亩的分红为1600
元。“这样就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从而调动村民积极性。”

韦荣健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
棵椰子树一年可以收获200至 300
个椰子，每亩种30棵，收益可达到
1.5万元左右，且椰子树的后续投入
也比较小，适合持续发展。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海口市新坡镇打造椰子景观特色，实现产业发展和村庄建设双赢

椰在村中绿 村在椰间美

本报嘉积8月14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罗颖）为拓宽政务服务
监督渠道、完善监督体系、强化社会
监督，近日，琼海市首批25名政务服
务体验官正式上岗，他们将“零距离”
体验琼海政务服务，并为服务质量打
分挑刺，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也将
作为该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依据

之一。
首批受聘的25名政务服务体验

官来自琼海市各行各业，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还有
社区居民代表。他们将通过明察、暗
访、旁观、自办等多种手段，站在用户
视角随时随地对琼海的政务服务、
12345热线等服务工作进行体验式监

督，让“群众点评”“社会监督”迈入常
态轨道，精准识别民生痛点、服务堵
点、改革难点，推动部门改进工作作
风，及时解决群众和企业关切的事、难
办的事和困惑的事，促进政务服务提
质增效。

“体验官从用户角度体验琼海
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当中的不

足，从而给予工作人员更多的意见
建议。”体验官郭远杰拿着琼海市
政府颁发的体验官聘书说，这项工
作内容，就是要积极提出问题，不
断改善琼海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
境，将琼海的政务服务工作提升到
新的台阶，为琼海的经济发展提供
助力。

琼海优化营商环境，拓宽政务服务监督渠道

25名政务服务体验官上岗“找茬”

七夕至
鲜花

8 月 14 日 ，传统的
“中国情人节”——“七
夕”如约而至，海口市商
场里的花店也比往常热
闹，不少情侣前来选购鲜
花，共度浪漫“七夕”。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创新旅游营销手段

省旅文厅
官方小红书账号上线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省旅文厅
官方小红书账号近期上线，广大游客和网友可在

“海南斑斓旅行日记”和“海南斑斓寻味游记”两个
账号中搜寻到权威丰富的海南旅游攻略。此举也
是省旅文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创新旅游营销推广
手段的又一体现。

“海南斑斓旅行日记”是一本行走的海南旅游
百科全书，为网友盘点海南旅游景点攻略。截至
8月8日，“海南斑斓旅行日记”已发布29篇小红
书笔记，从阳光沙滩到民俗村落，从南洋文化到免
税购物，深受网友欢迎。除了旅游攻略，该账号还
积极响应“海南夏天‘童’young嗨”活动，与携程
集团合作邀请旅游达人亲身探访海南特色旅游景
点，推出多条亲子游、研学游路线。

从小众店铺到网红餐厅，从街头小吃到地道
名菜，“海南斑斓寻味游记”账号则致力于以美食
为媒介，向网友传播海南的人文历史和文化。

乐东警方打掉
一特大涉诈洗钱犯罪团伙
转账流水过亿

本报讯（良子）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打掉一特大涉诈洗钱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转账流水总数超1亿元。

乐东警方近日接到相关举报线索后，经多方
研判摸排确认掌握了1个涉诈犯罪窝点。乐东县
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九所镇山海湾小区成功
打掉该涉诈洗钱犯罪团伙，抓获以黎某某为首的
犯罪嫌疑人4名，扣押涉案银行卡39张、网络终
端24台等，冻结涉案资金20多万元。经查，该团
伙通过网络终端操作，在网上从事洗钱犯罪。经
初步统计，转账流水总数超1亿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相
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我省规范职业院校学生
实习管理

严禁利用“实习”名义
非法谋利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
晓惠）近日，教育部公布职业院校学生
实习管理工作热线电话，专门受理职
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方面政策咨询、
建议和有关问题反映。海南热线电话
号码为：0898-65239304。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
到，日前，全省职业院校实习管理与质
量建设专项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要
求全省各职业院校要正视职业院校学
生实习管理存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整改、举一反三，进一步规范学生
实习管理工作，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
个人以“实习”为名谋取非法利益。

省教育厅要求，各职业院校要严
格落实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切实做
到“不得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
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
习”“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岗
实习报酬提成、管理费或者其他形式
的实习费用”等“十个不得”；切实遵
守“必须确立安全第一的原则，严格
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和职业卫
生有关规定”“必须健全生产安全责
任制，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必须建立学生实习强制保险制
度”等“三个必须”。

根据安排，省教育厅将针对问题严
重学校，特别是反复出现问题，又不认
真整改，造成社会影响的学校，拟定处
罚措施，包括约谈、通报批评、年审黄牌
警告、压减招生计划、暂停招生，直至取
消办学资格。对构成犯罪的学校，将移
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口市职工活动中心
计划今年11月开工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为更好地服务海口全
市职工群众，聚集国内外高级人才，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海口江东新区将大力推动海口市职工活动
中心项目建设。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获悉，海口市职工活动中心项目设计图最
终确定，项目也获得了建设批复。据悉，该项目计
划今年11月开工，2023年5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为保障项目高质量建设，业主单位海口市总
工会邀请朱小地建筑设计（北京）有限公司、培特
维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悉地国际设计
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等设计机构参与方案竞赛。

据悉，该项目总建筑面积5.71万平方米，同
时配套建设室外给排水、电气、绿化、道路及广场
等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职工教育培
训中心、职工文化中心、职工体育中心、老年职工
活动中心（老年职工大学）、职工之家、职工文化产
业研创基地等综合体建筑。

海南矿业向河南灾区
捐款150万元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近日，海南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捐款150万元人民
币，驰援河南受洪灾影响严重地区，用于保障群众的
人身安全、采购紧急救灾物资和灾后重建工作。

海南矿业2007年8月成立以来，一直以“关
怀员工、回报股东、贡献社会”为公司使命，对内持
续开展“金秋助学”“大病救助”“扶贫帮困”，对外
积极开展抗灾赈灾、“爱心助学”、社会慈善捐赠及
赞助，参与进村联企、精准扶贫、“乡村医生”“乡村
振兴”活动，社会公益捐赠累计3250万元，曾获

“全国社会扶贫工作先进集体”“海南省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罚款 18.8万元
案例二：
海南幸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违法排污

海南幸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南海家园小区物业服务公
司，不正常运行小区污染防治设施排放水污染物，污染周边生态环
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海口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依据《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于今
年5月24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物业公司处以人民币16.6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海南幸乐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正在整改。

案例三：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违法排污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
净化中心（一期）工程，在工地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污染迈雅
河生态环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相关等规
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规定》，于今年6月2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北京城建
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处以人民币1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责
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目前该公司已交罚款，完成整改。

罚款 16.6万元
罚款 1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