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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盘宝盛）物流寄递曾一度成为
运输“假私非”卷烟的重要渠道。去年来，市烟草专
卖局与工商、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多次物流寄递行业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
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卷烟市场假烟的泛滥。

据市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科科长符政介绍，
该局以省内外专卖打假打私情报信息分析办公
室推送的信息为依托，注重情报导侦，强化与当
地公安、邮政等部门联合执法，汇聚打击利用物
流寄递渠道涉烟违法犯罪活动的整体合力。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用户邮寄卷烟
或雪茄烟每件以2条（400支）为限，邮寄烟叶、烟
丝每件以5公斤为限，且每人每次限寄1件，不准
多件邮寄。物流寄递企业须严格落实“实名收寄、
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安全制度，一旦发现疑
似假烟要及时上报。去年，我市共查获各类违法卷
烟352.55万支，真烟24.52万支，假烟326.83万支，
走私烟1.2万支。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去年来，市文体局深
入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多次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持续强化市场监管，收缴盗版淫秽图书音
像制品13188张，有效净化了网上网下文化环
境，有力维护了我市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扫黄打
非”工作肩负的重大责任。行动之初，市文体局组
织召开2018年“扫黄打非”工作会议，并印发《儋
州市2018年“扫黄打非”工作行动方案》和五大
专项行动方案，为工作的顺利开展确定方向。

随后，市文体局联合公安、工商、新华书店、
邮政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据统计，开展出
版物市场专项检查约50次，检查印刷复制企业
188家（次），书报刊亭194家（次），音像制品142
家（次），共收缴盗版淫秽图书音像制品13188
张。另外，还对印刷厂及复印店专项检查2次，检
查印刷厂15家，复印店20家，未发现有害出版物
及各类非法出版物；检查网吧749家次，责令改
正18家次，查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4家。

本报讯（记者盘悦华）1月8日，和庆镇联合市水务执法大队
对辖区内文澜河洗砂点进行专项整治，现场拆除非法采砂洗砂设
备，依法严厉打击和有效遏制非法采砂行为。

当天，执法人员检查现场无人后，对非法洗砂点机械设备进
行强制拆除，并对洗砂现场进行清理修复。

据介绍，1月7日，和庆镇河道巡查人员在对文澜河（西流
红洋队段）巡查时，发现该河段存在1处非法洗砂点，洗砂制
砂点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开发区土地进行非法外
运土砂和洗砂，对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该镇第一时间
向市水务执法大队报告，并积极配合市水务执法大队现场摧毁
非法洗砂点。

据和庆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总体目标，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镇河长制管理工作要求，
充分发挥镇、村级河长职责，不断强化河道日常巡查管理。为有
效遏制非法采砂反弹势头，确保辖区流域生态环境和周边居民
生产生活安全，今后该镇将不断加大河道巡查与政策宣传力
度，提高河道沿岸的村庄群众责任意识，一旦发现非法采砂现
象，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形成干部群众联合携手打击违法采
砂的良好态势。

本报讯（记者牛伟）连日来，市政府
办组织开展我市辖区河道及沿岸区域采
（洗）砂点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截至日前，
已对海头镇珠碧江流域的加兰、加乐以及
中和镇北门江流域的江水弦等9个非法采
砂点完成回填、平整，修复河道的生态环
境，取得良好效果。

“生态修复是打击非法采砂综合整治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保持打击高压
态势的同时，抓紧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工
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黄德
钊告诉记者，近日，施工队正在用5台勾机

和10辆卡车分成两组，分别对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群众举报的中和镇辛龙沙采砂点
和排浦镇龙山采砂点进行修复，预计1月
15日修复完成。

据黄德钊介绍，市政府办公室以我市
辖区内的河道、河滩等区域所有采（洗）砂
点专项整治为重点，按照“发现一处修复
一处”的原则，全面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通
过生态修复工作，使遭到破坏的河势及沿
岸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进一步提升
我市主要河段河道行洪排洪功能。

据统计，全市共有15个采砂点和8个

洗砂点需要进行生态修复。下一步，市政
府办将继续对新州镇北门江流域的中坊
①、中坊②、西联农场五星分场光辉队、
南丰镇角要村等6个采砂点和8个洗砂点
进行杂物清理，回填砂坑，人工造坡和植
树植草，争取于1月19日至20日完成所
有采（洗）砂点的生态环境修复，恢复河
道原来的面貌。

此外，各镇及水务部门将加强巡査，防
止出现新的盗采河砂事件发生。同时加大
违法现象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巩固修复成
果，确保全市河道环境美观，河道畅通。

让城市更文明市民更幸福
——我市开展“一创两建”工作综述①

本报记者 盘宝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环发[2006] 28号）等相关规定，现
将“儋州市各镇、农（林）场存量生活垃圾
治理工程”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
第二次公示。公示期限为2019年1月9
日～1月23日，共10个工作日。

一、建设项目概况
目前儋州市共有34座生活垃圾堆

放场（即生活垃圾简易堆放场），总占地
面 积 约 199902m2，垃 圾 总 量 约 为
800513m3。这些存量垃圾场均为非正
规生活垃圾堆放场，无序倾倒、长期裸
露堆放、无专人管理，由于受时代、工艺
及资金的制约，这些存量垃圾场均未采
取防渗、导排及渗滤液处理等环保措
施。儋州市拟对现有34座简易垃圾填
埋场进行复挖，将12座存量生活垃圾

堆放场外运至儋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处理；其余21座存量垃圾堆放场外运
至白马井镇垃圾堆放场进行规范化封
场治理；其中白马井镇垃圾堆放场征地
后场地面积185亩，其库容足够容纳21
座存量垃圾场的垃圾。

二、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环境影响
评价结论要点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垃圾

渗滤液，白马井垃圾场设置渗滤液收集
池，垃圾渗滤液经收集后由集装箱式碟管
式反渗透处理设备处理达到《生活垃圾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后进
入儋州滨海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2、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垃圾

填埋气和垃圾堆体散发的恶臭，本项目

封场后填埋气体采用土工布与土层覆
盖方案。在各导气石笼井上端设置土
工布及土层覆盖层。导气石笼井顶部
分接布气管至覆盖层底部，通过覆盖层
氧化甲烷气体后再排入大气中。封场
后的场顶和边坡种植草皮、花卉等具有
一定经济价值和吸收填埋气的浅根植
物，对边坡稳定和生态恢复都具有重要
作用。同时种植抗污染较强的树种，以
改善景观，减少废气、臭味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因此本项目治理后，对环境产
生正效益。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选用

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合理布置高噪声的
施工设备位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
免夜间进行高噪声作业。项目运营期
噪声源主要为渗沥液处理等设备产生

的噪声，采取减振、降噪、隔声等措施后
厂界噪声达标。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渣土全部用于封场覆

盖，建筑垃圾回收利用或用于施工道路
垫层填筑。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选址基本可行，项目建设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规划。通过
采取各种有效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
施，可使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得到有效
控制。综上所述，只要本项目在建设中
认真落实“三同时”，充分落实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减缓措施，做好环
境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本项目从环境保
护角度是可行的。

四、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
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

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1、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
作日内，向环评单位查阅本项目的环评
文件初稿。

2、向以下单位或联系人咨询：
（1）建设单位名称：儋州市环境卫

生管理局
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0898-36970186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海南国为

亿科环境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电话：0898-65221081
Email：584383512@qq.com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范围：建设项目所在地周围居民、

政府单位及企业。

主要事项：
1、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及建议；
2、公众对项目建设和运营可能涉

及的环境问题的意见及建议；
3、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的意见及建议；
4、其他的建议
要求署名提交书面意见，并留联系

电话与通讯地址，以便建设单位与评价
单位反馈意见。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以来电、来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提交书面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18年1月9日

儋州市各镇、农（林）场存量生活垃圾治理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我市全面对采（洗）砂点实施生态修复
1月20日前完成23个采（洗）砂点修复工作

和庆镇联合市水务执法部门

捣毁一非法洗砂窝点

执法人员在摧毁非法采砂洗砂设备。本报记者 盘悦华 摄

市烟草专卖局：

向物流业涉烟
违法行为亮剑
去年查获各类违法卷烟352.55万支

市文体局：

“扫黄打非”专项
行动有成效

去年共收缴盗版淫秽图书音像
制品13188张

市信访局出动机械对一非法采砂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市信访局供图

自我市开展“一创两建”工作以来，那大建成
区各创建村（社区、居）、镇属农场、市包点单位、市
环卫局、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商务局、市畜牧
局等多单位、部门联动，消除了一批城市管理中
的“顽疾”，整治了重点区域的管理乱象，市容环境
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市民生活更加便捷舒适。

去年以来，市相关部门及包点单位重点开展“环境卫生大扫
除”“违规搭建大拆除”“家禽家畜大整治”等活动，针对辖区内东
兴社区、西干社区等重点区域不定期地开展专项巡查行动,解决
了多处长年解决不了的占道经营问题。

“每天这条路上都有许多车辆经过，没有开展“一创两建”工
作之前，这些车辆经过的时候，灰尘满天，家里白天都把窗关起
来，晚上才通通风，真的非常难受。”住在建设路的谭女士告诉记
者，“现在可好了，经常能看到环卫部门的洒水车、扫路车和雾炮
车轮番作业。这些车子经过之处，扬尘少了，空气质量提高了。”
记者采访时，不少市民纷纷夸赞“一创两建”工作的开展，让市
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了。

据悉，去年以来，环卫部门共出动工作人员47006人次，动用
挖掘机、清运车辆483余辆次，清理卫生死角3134处，清理城区无
主建筑垃圾21817立方，清运废弃家具等大件垃圾7385吨到生活
垃圾处理场处置，平整渣土消纳点建筑废弃物9.6万立方，清运建
筑、生活垃圾20625车，责令工地清洗受泥土污染路面9.3万平方
米；政务中心受理建筑垃圾处置926件，核准建筑垃圾处置496973
立方，核准发放准运证1440张，签订卫生责任书926份。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
多部门按照“主干道摆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
规范”的工作要求，以划片区管理、攻坚整治先行、
定点值守巩固的工作方法，采取全天候无缝衔接、
早中晚三班倒滚动上班的工作模式，开展城市管
理执法工作，大力治理城市乱搭乱建、乱泼乱倒、
乱堆乱放、乱贴乱画、乱买乱卖等“十乱”现象。去
年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联合多部门组织开展80余次市容环境专项整治
行动，有效的解决了红旗、万福、泛华等9个农贸市
场周边以及大洲桥、东方北街、民乐小区、茶山路
口、佳华小区等路段“马路市场”和学校、医院、恒
大周边等重点区域占道经营突出问题。

“以前每次路过军屯市场，都会因道路两旁
卖水果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原因，导致堵车，
真的非常头疼。本来可以十分钟就可以到家的，
偏偏得折腾半个小时。”住在长乐街的陈先生告
诉记者，“经过开展专项整治，我市许多因占道
经营导致交通拥堵的路段，都得到了有效的改
善，现在回家十几分钟就到家了。”

去年，我市共取缔出店经营、占道经营、流动
摊点46531处，整治露天烧烤814处，清理乱堆乱
放1906处、乱堆放轮胎320余个、乱挂横幅811余
条、可移动广告牌2381块、遮阳棚1430余个。共
处罚占道经营、出店经营、违反“门前三包”4573
宗，处罚金额共计630200元。

去年来，我市按照“六大专项整治”及违法用地及违法建筑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2018年-2020年）工作要求，始终坚持规划引领、源头管控、综合
治理，始终保持防控工作的高压态势，稳步推进违建治理工作，多次开展
专项执法检查，严控新增违建，重拳打击违建行为。去年，我市组织拆除
那大建成区内解放北路、泰安苑小区内、中兴市场周边小巷等20多条
（个）街道（小区）的铁架、围栏、铁皮屋等各类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有效的遏制了违建的扩展，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腾出了巨大的空间。

“以前这些店铺在人行道上搭棚子，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能走在马路
上，本来马路就窄，马路两边还停着车，留给我们这些老人走的道路就更
有限了。”家住南京路的王大爷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这里的铁皮棚等违
建物都拆的干干净净，市民活动的空间大了。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又
一件好事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市民们纷纷为拆违点赞。

截至目前，我市共开展专项规划执法检查工作334余次，规划监察发现
新建、扩建工地181处，巡查在建工程290余户，纠正乱堆乱放建筑材料500
余处，督促103户建设户主及时办理建筑材料临时占道手续，累计缴纳占道
费161994元，依法送达《责令停止违法（章）行为通知书》、《限期拆除通知
书》、《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强
制执行决定书》共979份，向永昌工地、尖岭脚下及周边等五个违建片区的
建设户送达停工公告509份，纠正未报先建及少报多建并敦促补办规划报
建手续170余户，对违法建设行为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并形成案宗上报行政
主管部门共112宗；依法拆除建成区内解放路、都市欧情小区周边龙腾西
路等我市的二十余条主次干道铁皮屋等各类违法建筑物、构筑物869处、
面积27604.7平方米，拆除户外大型广告牌、立地广告牌、固定灯箱广
告、灯杆旗广告等931个，吊搬铁皮屋143间；多部门联动在文化北路四
街五街、大华街、大成街、兴富小区等街区开展拆违行动，清理违建14261平
方米；各乡镇依法拆除各类违建共541处，面积49706平方米。

整治环境卫生：
清理积存垃圾 20625 车A

整治城市“十乱”：
取缔占道经营 46531 处B 开展打击“两违”：

拆除违法建筑 1410 处C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1月8日20点，市直办
公大楼热闹非凡。由将近80名市“一创两建”指
挥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公益夜跑在儋州·
一创两建我先行”6公里夜跑活动在这里激情举
行，活动旨在倡导全民参与“一创两建”活动。

“我们举行夜跑公益活动，一边跑步一边捡
起路边的垃圾，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通过自身
行动告诉市民，公益环保之行，从我做起。”市政
府副秘书长、“一创两建”指挥部副指挥长云一鸣
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夜跑公益行动让广大市民认
识到“一创两建”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参与
到我市“一创两建”工作中来。

据了解，此次夜跑公益活动作为市“一创两
建”指挥部的一个热身活动，后续还将发动更多
市民及我市跑团成员参与，汇聚全市力量，推动
全民参与“一创两建”夜跑公益活动。

“举办这样的活动非常有必要，今天参加活
动的大多数是“一创两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能锻炼身体，有了身体健康才能
更好的工作。”市“一创两建”指挥部考核组副组
长蒲裕干笑盈盈地说。

市“一创两建”指挥部：

举行夜跑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