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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藏身海口大致坡镇，偷偷生产浓烟冲天，投诉多时不了了之

椰炭黑加工点为何禁而不绝？
本报记者暗访反映情况后，镇政府负责人马上带队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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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定期举办
垃圾分类讲座……在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中，海口市秀英区创新“妇女+社区+
家庭”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模式，积极发
挥妇联、社区和家庭三合一的优势和作
用，组织巾帼志愿者进家庭、进社区，开
展各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大
力营造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的良好氛围。

11月2日，由海口秀英区妇联、海
秀街道妇联、爱华社区妇联联合举办
的秀英区2021年“百万家庭共成长”
家庭教育暨垃圾分类讲座，走进海秀
街道爱华社区。活动现场举行了“好
家风好家训”家庭教育及垃圾分类知
识讲座。会议室里，30多位居民坐得
满满当当。

“椰子壳是什么垃圾？”“大骨头是
什么垃圾？”“大家知道一个塑料袋需

要多长时间才能降解吗？”……在讲座
现场，授课老师林大委通过通俗诙谐
的语言，让在场听众轻松掌握垃圾分
类小诀窍。

当天上午，秀英区爱华社区巾帼志
愿者小分队的志愿者和网格员挨家挨
户上门宣传，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
手册，耐心地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基本常识，号召每个家庭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做环保实践者。“你们
的介绍很仔细，让我更深入了解垃圾分
类的知识。”福隆广场二期小区的居民
王阿婆说，几乎每个月都有志愿者和网
格员指导他们进行垃圾分类，“现在，垃
圾分类根本难不倒我。”

“生活垃圾分类，群众是第一道关，
我们要做到有态度、有温度，才能更好
地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才能让居民有一
个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志愿者方玮说，

巾帼志愿者会定期入户宣传，一步步推
进，抓源头、强意识，引导居民观念从

“要我分类”转变为“我要分类”，逐步实
现“家家都做、人人都会”，让垃圾分类
成为居民新习惯、新风气。

据介绍，在秀英区妇联的指导下，
各社区妇联将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社
区居民等纳入巾帼志愿者队伍中，充分
发挥广大妇女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的“半边天”作用，协助社区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2019年6月，自海南省妇联启
动“巾帼禁塑”行动以来，为助力海南绿
色发展，秀英区妇联在六镇两街道成立
8支巾帼志愿者服务队，依托妇联系统

“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各级妇联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垃圾
分类、“禁塑”等生态文明知识，将绿色
生活理念带进千家万户。

（策划、撰稿/贾嘉 陈创淼 柴文娅）

海口秀英区打造“妇女+社区+家庭”宣传模式

营造垃圾分类良好氛围

秀英区爱华社区巾帼志愿者小分队志
愿者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秀英区举办2021年“百万家庭共成长”家庭教育暨垃圾分类讲座。
本组图片由柴文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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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薛辉海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忠：

敢闯敢拼，“弄潮”海产品加工行业海南省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联
合海南日报继续
推出“建功自贸
港 有我有担当
——退役军人创
业先锋”系列专
题，挖掘退役军
人创业事迹，展
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
军人创业热情。

编者按

祖籍福建的薛忠3岁时随父母来到了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此，他在陵水
长大，在这里成家创业，如今还创办了陵水
薛辉海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现在我的公司
年营业额达到2000万元，吸纳5人长期就
业，其中两名是退役军人，忙碌时，每天还
要请50多人干钟点工。”薛忠说，公司加工
包装的海产品还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到国
外。

薛忠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曾在四川

当兵。从部队退伍后，经朋友引荐，他来
到了陵水三才镇经营冷库生意。2000
年，薛忠受父亲的影响，应征到海口服兵
役，成为武警某支队一名战士。部队的锻
炼，磨炼了他敢闯敢拼、永不服输的性
格。2002年，薛忠从部队退伍，走上了自
主创业的道路。

“我在陵水承包了100多亩地，主要种
植槟榔。”薛忠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军人
精神，经常下地给槟榔除草、施肥，日常管

理亲力亲为。槟榔长势非常好，开始采摘
后，每年有几十万元的销售收入，他尝到了
艰苦创业后的甘甜。正当槟榔进入丰产
期，遇到周边部队扩建，需要征用他的承包
土地，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主动带头，配
合征地工作，支持国防建设，还做其他村民
思想工作，助力部队征地扩建。

薛忠在陵水新村镇上买了地，现在
的海产品加工厂、冷库就是在他自己的
土地上建起来的。“马鲛鱼是公司加工的

主打海产品，我经常要驱车跑海南各大
渔港，掌握海产品市场行情，与渔民建立
长期联系。休渔期来临前，冷库要囤一
些货，在休渔期间再慢慢投放市场。”薛
忠表示。

30多年来，薛忠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生
活。他家获得过陵水文明家庭荣誉称号，
陵水薛辉海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多次被海南
省食品安全协会授予食品安全诚信单位。

（文/图 易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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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无偿献血者及其父母、配偶等：

可“一站式”报销减免
临床用血费用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马珂 实
习生王菲）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11月
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省无
偿献血者用血费用直接减免管理信息系
统已在全省范围内上线。

据悉，该系统可为无偿献血者及其父
母、配偶、子女在出院时提供临床用血费
用“一站式”报销减免服务，预计该系统
将惠及300多万人，年报销减免金额近百
万元。

据了解，此次上线的新系统依托于海
南省血液信息化大平台，创新采用“1个平
台+2个数据库+N套应用（献血者血费直
免平台+献血者数据库、用血减免数据库+
献血者血费减免系统）”为架构的血费减
免系统，是海南省“三医联动一张网”项目
的重要子系统。

该系统的上线，改变了以往报销相关
费用，需要携带材料到血液中心人工计算
的模式，避免了无偿献血者来回奔波，解
决了办理过程中耗时长的问题。据统计，

“一站式”报销较原报销形式减少等待时
间约0.5天至1天，目前患者均次报销耗时
约2分钟至5分钟。

此外，由于血液中心与医院实现信息
互联互通，用血费用报销材料也进一步

“瘦身”。
原先，需要向血液中心提供无偿献血

者及其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双方关系证
明、住院发票、住院用血明细清单、无偿献
血者本人名字开户的银行卡卡号、手机联
系方式等材料，现在只需直接在医院提供
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身份证明，双方关
系证明（未能出示关系证明者，可签署承
诺书）。

我省简化定点零售药店
申办环节和评估程序

本报讯 （记 者 孙 慧 通 讯 员 吉 秋
平）日前，省医疗保障局印发《海南省医
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管理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范我省医疗
保障定点零售药店的管理，明确零售药
店申请定点医疗保障点的范围、条件、
材料要求、组织评估等标准，并简化定
点零售药店申办环节和评估程序，缩短
零售药店等待时间，提高经办机构服务
效率。

《暂行办法》明确，零售药店提出定点
申请，市县医保经办部门应即时受理。对
申请材料内容不全的，受理部门自收到材
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零售药
店补充。零售药店应在接到补正告知的
30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6个直径约7米、深约2米的圆形
大灶一字排开，灶内或堆满椰壳烧制的
椰炭，或有椰壳在燃烧，冒出滚滚浓烟，
大型挖掘机将椰炭挖出、堆放时，现场
尘土飞扬……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日前
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村马禄
村民小组附近一个椰壳露天烧炭黑加
工点看到的场景。

爆料人向记者反映，这个没有粉
尘、烟雾和污水收集处理设备，直接露
天挖灶烧炭的黑加工点，已经经营了3
个多月，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
响。11月4日，记者将调查了解到的情
况反馈给大致坡镇，该镇随即要求该黑
加工点灭火停业，并将依法依规对其进
行查处。

从事椰壳活性炭加工的资深业内
人士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椰壳活性炭
在市场十分走俏，因为符合环保要求的
椰壳烧炭厂加工成本高、技术要求高，
导致文昌、海口一带出现了这些成本
低、利润高但污染大的椰壳露天烧炭黑
加工点。

暗访：黑加工点位置隐蔽、
污染肉眼可见

日前，在爆料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写有马禄村路牌的三岔路口。而后从该
路口附近走入一条小汽车无法通行的泥
泞土路，拐了两个弯，走了一两百米，才
找到该黑加工点。只见山地上被人挖出
了6个由红砖砌成内壁和底部的圆形大
灶，每个灶直径约7米，深约2米。

记者深入该黑加工点调查发现，6
个灶内部都已被烧黑，有明显使用过的
痕迹。现场有一个灶内在进行椰壳烧
炭，还有一个灶中堆着烧好的椰炭，两
名工人正配合一台挖掘机将椰炭挖出，
堆放在旁边的空地上。其中一位在灶
内挖炭的工人告诉记者，一灶椰壳要烧
半个月左右，才能全部变成椰炭。

在这些灶的周边，有堆成数米高的

椰炭成品和不少椰壳原料，但未见任何
与环保相关的设备。椰炭在挖出、堆放
时尘土飞扬，焚烧产生的灰白色的浓烟
更是直接飘向空中。在灶附近还有一
个大水池，不断有白色的污水从一条水
管中排出，流入池中，而池内的污水已
变得浑浊发黑。

调查期间，记者发现该黑加工点有
近10名工人在干活，有一辆农用拖拉
机拉了满满一车椰壳前来，卸在灶边，
另有一台农用拖拉机载着不少碎石，倾
倒在该黑加工点外的土路上，由工人进
行路面平整，以便车辆后续通行。

在暗访结束后的几天内，爆料人还
不断给记者发来现场的照片、视频，显示
该黑加工点正在烧炭，浓烟直冲天空。

查处：要求黑加工点灭火
停业，将依法关停

规模不小、污染明显的椰壳露天烧
炭黑加工点，为何能藏身村内经营如此
之久？爆料人向记者反映，他们也曾投
诉举报该黑加工点存在污染问题，大致
坡镇的执法部门也曾到现场检查，但最
后却不了了之。

记者拨通了该黑加工点老板的
电话，询问其是不是在金堆村建有椰
壳烧炭点，对此该老板并未否认，还
反问记者要做什么、谁介绍的。记者
称是经人介绍，前来买椰炭的，并询
问其销售的椰炭能否提供合法合规
的手续，该老板表示，都会打包好发
货，之前也卖给内地的大厂，手续上
没有问题。

11月4日，记者到大致坡镇政府采
访，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反映，他们未接
到相关投诉，不了解情况。随后记者将
调查情况反馈给大致坡镇镇长梁崇阳，
梁崇阳表示他刚到大致坡镇任职一个
月，对这一情况尚未掌握，但请记者将
其带至椰壳露天烧炭黑加工点检查核
实。

到达该黑加工点时，6个灶中都堆
满了椰壳和椰炭，其中3个灶正在烧
炭，另外3个灶则已烧制完成，现场浓
烟滚滚。看到这一场景，梁崇阳迅速要
求相关镇、村干部到场，现场深入了解
情况，并要求该黑加工点马上灭火停
业，待相关执法部门到场调查取证后，
将依法进行查处关停。

梁崇阳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

查，对可能存在的其他椰壳露天烧炭黑
加工点进行查处，并严防死灰复燃，同
时做好服务，引导农户合法合规经营，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分析：椰壳烧制成椰炭后
价值翻番，且违法成本低

2017年，文昌市环保局曾联合东
郊镇政府，对该镇椰壳烧炭厂进行全面
排查，对排查出的无营业执照和环评手
续的椰壳烧炭厂，立刻勒令停产。到
2017年8月下旬，已关停22家椰壳烧
炭厂。而记者此次调查的椰壳露天烧
炭黑加工点，就位于海口与文昌交界处
的大致坡镇。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建设一个露天
的椰壳烧炭灶，投资仅需数万元，但建
成投产后利润十分可观。目前椰壳原
料的价格约为1300元一吨，加工成椰
炭后，虽然重量会少了一半左右，但售
价可升至超过4500元一吨，价值翻番，

且市场目前供不应求。这使得黑加工
点被查处关停后只需异地再建，损失较
小，容易形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的局面。

一位在文昌从事椰壳活性炭加工
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椰壳活性炭的加

工分为炭化和活化两个环节，其中椰壳
露天烧炭作业属炭化环节。目前行业
内虽然也有不产生烟雾、粉尘污染的炭
化工艺设备，但价格较贵，使得相关合规
厂家竞争不过这些椰壳露天烧炭黑加工
厂（点）。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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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炭灶附近,污水正排入水池。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肖开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