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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覃凯）8月9日，我市与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第三方评估组专家举行会
谈。会议汇报我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进
展情况，研究创建工作面临的难点问题，就下一
阶段工作重点进行沟通交流。

会议指出，自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启动
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标
准和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全方位推
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培育了具有儋州特
色的旅游文化品牌，现代旅游治理能力得到提
升，但距离创建目标仍存在差距。

会议强调，我市要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发展的
整体推进格局，建立健全全域旅游发展的综合管
理、行业自律等体制机制，做好全域旅游规划、实
施方案编制工作，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和产品质
量，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以超常规手段加快推进
4A级景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秋欢）日前，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
交一起关于大成镇道路有噪音、油烟
污染的群众信访件。大成镇政府快速
响应，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处理。

信访件称，225国道公路至儋州
市大成镇西培市场的路段（该路段为
西培农场市场路）和西培农场办公大
楼两旁每天下午6点至次日凌晨4
点有夜宵摊，产生噪音，油烟污染，影
响周边居民休息。

接件后，大成镇政府成立工作组
到该路段进行实地核查，该路段存在
6家夜宵摊位，其中当晚营业的有4
家(爱尚夜宵、火辣辣烤鱼、百度烤鱼、
炸酱面冷饮小吃)，没有营业2家(烤鸡
烧烤、酒食勾)，冷饮摊位3家，水果摊
位5家。这些摊位确实存在占道经营
和卫生问题，特别是夜宵摊位产生的
油烟不仅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而且
每天营业到凌晨，也对周边居民的生
活造成影响。群众希望能够对占道
经营的夜宵摊位进行整治。

大成镇政府组织工作组到该路
段核查情况后，向夜宵摊位摊主宣传
相关政策，禁止摊主占道经营摆夜
宵。同时组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到
该路段开展集中整治和日常巡查，集
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目前，该路段
占道经营摆夜宵等现象得到解决。

该镇政府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加
强日常监管，确保该路段占道摆夜宵
摊位的现象不反弹；强化监督有关部
门做好该路段的日常保洁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秋欢）日前，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
市的群众信访件中称，新州镇腾阳村
10亩左右天然林在7月23日被藤根
村村民破坏，目的是修路，但无任何
政府批文。接件后，新州镇政府联合
职能部门对此事调查并进行处理。

7月29日上午，新州镇政府联
合市自规局森林资源科工作人员到
腾阳村实地勘察测量，并走访当地

群众。据当地群众反映，被举报的
被破坏的天然林实际上是原有的一
条机耕路，新州镇腾阳村委会藤根
村崩坎小组为了方便村民农忙时节
农作物的运输，再次对机耕路进行
疏通平整，但整理修路的过程中受
到了腾阳村民的干扰。7月31日上
午，新州镇政府再次联合市自规局
林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到腾阳村进
行实地测量，经GPS走界测量，套对

《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年）》局部图，藤根村修路清障
面积585.83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
233.40 平 方 米 ，IV 级 保 护 林 地
222.14 平 方 米 ，乡 村 建 设 用 地
130.29平方米。经市农林科学院进
行技术调查，现场被毁坏树木共5
株，立木蓄积量合为0.9046立方米，
树种为苦楝和大叶相思。 经核查，
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认为，藤

根村小组清理平整牛耕路，滥伐林
木5株，合计0.9046立方米，涉嫌滥
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但未造成土地
性质改变，毁坏林木蓄积量较小，违
法行为比较轻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
条“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立
木材积计算不足2立方米或者幼树
不足50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

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至
3倍的罚款”等相关规定，责令藤根
村小组补种25株树，不予行政罚款。

新州镇政府负责人表示，针对
修路存在的纠纷问题，建议腾阳村
和藤根村崩坎小组妥善处理纠纷后
再继续施工。同时，将建立长效机
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加
强环境巡查监管，以防止此类事件
发生。

本报讯（记者牛伟）在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我市的
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件中，有群众反
映那大北部湾小区到银河公园之间
的100米人行道路未建排污渠道，
公园二标段杂草丛生，砂石裸露，周
边在建的西湖杂草丛生，建筑垃圾
乱堆，沿河岸报废的车辆乱停放，无

人监管。目前，经过有关部门整改
后，该路段存在的问题已得到解决。

据悉，接件后，市城市管理局联
合市水务局、那大镇政府等相关单
位实地核查后发现，该小区居民基
本每户都已建有排污沟，并接入市
政管道。小区到银河公园之间的
100米人行道路属于东干渠渠边，

不存在污水乱排情况。该路段处在
干渠旁边，不能建排污渠道，防止污
水流入干渠。此外，信访件所举报
的区域属银河公园一标段，项目处
于在建阶段，因此部分区域还有杂
草、少量建筑垃圾堆放等情况。

为此，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
人员对周边居民进行宣传解释，向

周边群众告知不建排污沟渠的原
因。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居住区的杂
草、建筑垃圾和乱停放车辆进行清
理整顿。

据了解，市园林局责令各标段
施工单位做好工地现场环境卫生整
洁工作，并对砂石裸露部分进行绿
化美化，种上草皮及风景树。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 通讯员林神智 李樾一）
为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
一步提高法院干警拒腐防变能力和廉洁从政意
识。近日，海南二中院集中开展廉政警示教育系
列活动，促进法院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纪律
作风进一步提高。

该院通过组织干警观看《蝇贪蚁腐之害》
《“象牙塔”里的“硕鼠窝”》《强力破“网”打“伞”
深化扫黑除恶》警示教育片。以海南省教育领
域、扶贫领域等一些领导干部心存侥幸，贪污受
贿，最终在腐败路上越走越远的案件为例，告诫
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
提高干警对清廉家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该院还组织相关负责人赴省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基地参观，接受党性洗礼，强化廉洁自律意
识，警示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
弦，进一步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
邀请省纪委监委驻省高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
南山，讲授廉政警示教育课，提升干警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

据介绍，该院将通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系列
活动，使全体干警受警醒、知敬畏、明底线、守规
矩，以公正廉洁司法提升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
力，进一步推动主题教育向纵深发展。

我市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第三方评估组进行交流

培育旅游文化品牌
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方案》确定
扶持资金的
扶持方式、
额度和用途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

中央财政奖补资金24万元，

奖补2家合作社，每家合作社

一次性奖补 12万元，重点支

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

准化生产，突出农产品加工，

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关键环

节，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进一步

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

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
《方案》明确
扶持条件和范围

1
必须经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注册登记，取得独立法人资格，成
立时间不少于2年（2016年12月
31日前注册登记）的合作社。

2
运行正常，经营效益好，产品

有注册商行标志，具有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各项制度健全，
管理规范。

3
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进行农业产业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的市级或以上农民专
业合作示范社或联合社。

4
近三年没有享受过中央财

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
补助。

5 无违规使用财政补助资金
行为。

￥
《方案》规定
扶持资金
发放程序

项目检查和评定
由市农业农村局对申报项目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经营情况进行检查，并组织
相关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
行评审，同时委托中介机构对申报项目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18年的财务管理情
况进行审查，最后进行公示，报市政府
批准实施。

项目经批准后，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
行实施，由委托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项目建
设情况进行检查验收，经验收合格的，采取
报账形式一次性拨付补助资金，对验收不合
格的，不予拨付扶持资金，资金转至下一年
使用。

（记者韦雪梅）

验收和资金拨付

《方案》确定
申报要求和
项目实施程序

申报时间 （2019 年 8 月 10 日至
8月30日）

按照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符合申报
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规定要求编制项
目申报书等有关材料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

需提供的材料
■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2018 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三证合一”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等附件；

■土地承包（租赁）合同复印件，合
作社申请奖补项目会议记录（须有合作社
成员签名）；

■带动贫困户协议、产品注册商标证件
（复印件）；

■市级或以上示范社荣誉证书(复印
件），省级或省级以上合作社示范社可优先
考虑。

《儋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实施方案》出台

扶持合作社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儋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近日出台，旨在进一步扶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盘悦华）8月11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林刚到海头镇就砂场开采的推进情
况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砂场开采工作推进会。

推进会上，会议审议了《岛村村委会关于岛
村枫根村太平村等3个自然村砂场开采实施方
案》，协调解决岛村、枫根村、太平村等3个自然村
砂场界限问题。

林刚指出，砂场合法开采是政府确保国有资
产不流失，减轻社会矛盾的有效举措，对一些偷
砂、抢砂等非法行为，要始终保持依法严厉打击
的态势，坚决保护好国有资源，保护好合法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市场经营秩序。

林刚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从大
局着想，为全局服务，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着力
解决目前砂场开采遇到的问题。要尽快推进岛
村、枫根村、太平村等3个自然村砂场划界，做好
运输车辆、铲车、钩机等采砂工具的登记。市乡
投公司要协助太平村成立砂场开采经济合作社，
配合村委会解决砂场开采出现的问题，争取在本
月20日之前进场开采，将收益分红每月5日前分
拨至各村经济合作社，对运营和经济收益情况进
行公示。要加强经营监督，成立监督小组，负责
审核监督砂场开采的运营和收益情况，确保收益
分红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杜绝弄虚作假。

当天，林刚还实地调研海头镇岛村、枫根村、
太平村等三个砂场开采的推进情况。

市领导到海头镇调研砂场
开采推进情况

规范合法采砂行为
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海南二中院开展系列警示教育活动

加强廉政警示教育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聚焦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儋州行动

新州镇腾阳村委会藤根村:

滥伐林木被责令补种树木25株

本报讯（记者牛伟）8月6日，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市移交了一起关于那大镇柴火时光
餐厅排放油烟、噪音扰民的群众信
访件。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针对群众信访件情况，
柴火时光餐厅正在进行改造，将原

来外漏在小区院内的排烟风机移至
店内，做好隔音和消音处理，降低
噪音对周边群众的影响，预计9月
10日前完成改造。

据悉，接件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对儋州那大
柴火时光餐厅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该餐厅持有有效的《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餐厅
操作间油烟排放出口已安装油烟净
化器。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对
其经营场所产生的噪音和油烟进
行监测，油烟和废气监测均达
标，噪音监测超标，群众举报问

题部分属实。
对此，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餐厅

经营者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要求经营者按规定备案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采取措施降
低营业场所产生的噪音，不影响周
边群众的日常生活。

图为大成镇组织人员对西培市
场路段占道经营进行整治。

本报记者 李秋欢 摄

针对那大北部湾小区到银河公园人行道问题，属于在建项目

环境卫生问题已经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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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烟风机口噪音超标扰民

那大一餐厅已改造排放方向并隔音处理

大成镇：

夜宵问题全属实
集中整治防反弹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8月12日至18日，市司
法局组织22名党员干部赴井冈山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弘扬井冈山精神党性主题教育培训班。

培训班通过听讲座、实地参观、交流座谈等
方式进行，通过学习“井冈山精神”，接受红色教
育和党性锻炼。

据了解，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学员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提升境界的生动课堂。培
训期间，学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握好学习机会，勤
于思考，深入领会井冈山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努
力提高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

市司法局党性主题教育培训班开班

接受红色教育
提升思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