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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聚焦

文/本报记者 陈吉楚 整理 图/本报记者 袁永东

我区将坚持问题导向，狠抓突出问题
治理，全力以赴完成各项任务目标，做好
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准备工作：

一是大力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改造，
逐步解决老城区背街小巷雨污混排、污水
直排等问题，实现管网维护正常化，切实
提高马岭沟、桃源河、红塘湾片区污水收
集处理率。

二是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切实承
担起治理辖区河流和水体工作任务，整改
包干河流存在的突出问题，争取到 2018
年，我区主要河段消除劣 V 类水体，力争

达到Ⅳ类及以上水质，内湖消除劣 V 类水
体，实现城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三是坚决做到城区拆迁、道路扬尘治
理到位，组织对主城区范围内的沙场进行
搬迁取缔；主城区外的沙场加强监管，并
对无证照营业沙场进行取缔，对裸露的沙
场和堆土进行阴网覆盖，对施工工地封闭
围挡，定时对施工路段洒水抑尘，对暂时
不动工的堆土进行遮盖；配置洒水设备，
对拆迁全过程洒水降尘。

四是坚决做到餐饮油烟排放管控到
位。以“巩卫”、“创文”为抓手，对所有饭

店、宾馆、食堂等餐饮业油烟排放单位开
展拉网式排查，城区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全
部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并强化运行监
管，严格限制城区露天烧烤。

五是完善既有的网格化管理量化评
分体系，加强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最大
限度制止随意焚烧秸秆、垃圾行为。

六是严格按照政府 12345 热线要求，
发挥我区联合指挥中心联席工作机制，切
实解决辖区内建筑工地施工产生的噪音，
餐饮、娱乐、空调冷却塔等社会生活噪声
扰民问题。

天涯区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按照
今天会议的部署和要求，狠抓环境保护突
出问题整治工作，保护好“青山绿水”，助
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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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记者昨日从
部署落实全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治
工作专题会议上获悉，市政府印发《三
亚市推行环境保护行政责任制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环境保护
工作第一责任人，并明确了各区以及市
生态环保局等 35 个市级部门的环境保
护工作职责。

《办法》明确指出，各区政府和市级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本
部门职责范围内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对环境保护工作负全面领导责
任（重要领导责任），分管环境保护工作
的负责人对环境保护工作负综合监管
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
对分管业务工作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
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办法》明确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
和市生态环保局、市发改委、市住建局、
市规划局、市水务局、市林业局、市园林
环卫局、市综合执法局、市科工信局、市
海洋与渔业局、市国土局、市公安局、市
农业局、市卫计委、市交通局、市应急
办、市法制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
教育局、市文体局、市统计局、市司法
局、市旅游委、市商务局、市民政局、市
工商局、市安监局、市食药监局、市气象
局、三亚海事局、三亚质监局、三亚供电
局、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共 35 个市级相
关部门的环保工作职责。各区政府对
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市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
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市级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环境保护直
接实施监督管理。

此外，强化监督考核。考核为优秀
的给予通报表扬，并给予该单位环境保
护工作经费。在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
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6 月 6 日，记
者从部署落实全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整治工作专题会议上了解到，三亚梳理
了存在五大方面、53 个环境保护问题清
单，印发《三亚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责
任分解表》，从 6 月开始到 8 月底，开展
环境保护整治工作。

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
理存在洲际度假酒店配套海洋旅游项
目海上餐厅和游艇码头违规建设等问
题；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存在违章建筑等
问题；赤田水库饮用水源地存在污染源
等问题；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量超出
目前实际处理能力……三亚全面梳理
全市存在的环境保护问题，建立 53 个问
题清单，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完成
时限、实施步骤、牵头单位、责任人，着
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
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切实维护环境安
全，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为此，三亚市政府办印发《进一步
开展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成立以市政府市长为组长的环
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从今年 6 月到 8 月 30 日的整治时
间。各负有环境保护管理职责的相关
单位对本单位存在的环境保护问题进
行梳理，并结合已梳理出的五大方面、
53 个 环 境 保 护 问 题 清 单 开 展 整 治 工
作。

三亚推行
环境保护行政责任制
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亚梳理环保问题清单
开展环境保护整治工作

6 月 6 日上午，部署落实全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会议对三亚存在的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全
面部署、全面整治。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生态环保局、吉阳区政府、天涯区政府作了表态发言，表示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存在的问题加大力
度整改。现摘登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推进环保问题整改
——部署落实全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发言摘登

一、充分认识治理污水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双修”以来，我局通过加强主、次
管网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污水收集处理系
统，提高了污水处理能力，新建污水管道
248 公 里 ，主 城 区 污 水 管 道 达 588 公 里 。
城市污水主管网基本建成，但是污水支管
网覆盖面还不足。通过市环保局的汇报
片，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污水治理方面的短板还较明显，治理
污水的工作还在路上，存在长期性和复杂
性。

二、加快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和棚户区
改造工作。下一步，我局将通过加大污水
管网建设，实施榆亚路污水道扩建工程、

大茅河水系污水拦截工程，通过棚改配套
实施城中村和城边村的污水管网等，进一
步提升管网覆盖率，解决污水收集处理问
题。

加快解决联合检查中发现的 108 处排
放口问题。一是 18 处南边海、30 处天阔
广场等沿河居民的零星排放口，以及港务
局码头、鸿洲片区的 6 处排放口，将通过
加快推进棚改，尽快完善管网配套建设；
二是 54 处城边村排水口，已陆续开展羊
栏片区和回新片区等管网建设工程。

三、加强建筑工地卫生环境整治。我
们将继续加大“巩卫”工作力度，要求各工
地严格实行施工车辆冲洗、渣土运输全覆

盖，重拳整治“车辆带泥上路、道路扬尘污
染”问题。将违规项目记入企业不良行为
记录，列入黑名单，下发停工整改通知并
作出相应的处罚。

四、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在管网
覆盖范围内，严格实行排水许可制度，逐
步规范排水行为。同时，建立日常巡查机
制，每日安排 50 人对排放口、污水管网、
污水提升泵站进行巡查，及时处置污水排
河、污水外冒问题，确保污水管网配套设
施运行稳定。在各建筑工地按片区包干、
责任到人，实行“人盯人”制度，专人驻点
监督指导，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我们将开
展部门联动检查、联合执法，主动与环保
局、水务局、执法局等部门联合，铁腕整治
污水乱排的违法行为，进一步保护生态环
境。

水环境污染，表象在水中，源头在岸
上。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提出了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城镇内河湖水环境治理等治
理要求，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整改落
实：

一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强化党政主
导、部门协作、监督考核、公众参与，形成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构
建水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二是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亚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为 28.2 万 吨/日 。 今
年，我局将加快红沙污水处理厂二厂、荔
枝沟污水处理二厂、红塘湾水质净化厂项
目建设，将使全市日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
至 41.1 万吨。继续加大对污水处理厂污

泥的处理量。由市污水处理公司组成专
业队伍管理已建移动处理站，确保污水达
标排放。

三是加强河道整治，对问题河道进行
清淤、疏浚、堤防建设的同时，提升河道防
洪、生态、景观等综合功能。2017 年，实施
妙林排沟清淤工程、三亚东河溪泽三桥-
东环高铁段治理工程，与两区开展宁远
河、藤桥河综合治理前期工作。

四是在全面控源截污的基础上，加
强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使河段水
体长治久清。目前，抱坡溪水环境治理
已基本完成。今年还将对烧旗河、青梅
港、鸭仔山塘、白水溪、马岭沟、白鹭公
园小桥、腊尾山塘等 7 个水体进行水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并 对 三 亚 河 、盐 灶 河 等 海
水水体治理进行科学论证和编制方案，
在水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加大水生态修
复。

五是对 491 个自然村的农村生活污水
进行治理。因地制宜采取各类处理措施，
对可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的村庄进行
纳管处理；对不具备纳管且污水量大的，
建设一体化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对居
住分散，难以统一收集处理的村庄，采用
分散式污水处理措施。

六是加快推进西水中调项目、岭曲引
水项目建设，解决三亚河无生态基流的问
题。实施三亚西河至海坡内河的水系连
通工程，促进水体交换。

我们将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本
次会议的工作部署，对照《整治环境保护
突出问题实施方案》，制订方案，逐一整
改，做好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作为国际化精品旅游城市，三亚必须
生态环境保护先行。

一、高度重视。从去年开始，我局一
直梳理三亚存在的所有生态环境问题，共
梳理出 39 个大类问题，并上报市政府下
发各区、各职能部门落实整改，每月跟踪
督办并通报。我们联系省厅了解环保督
查的重点和三亚存在的突出环保问题，以
及被投诉的问题，并逐一进行整改。近期
也将与省厅一起到被督查过的广东省学
习被督查的经验。最近将出台环境违法
有奖投诉办法，发动全社会进行环境违法
监督。并牵头组建环保协会，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生态环境的宣传和保护。
二、严格执法。三亚近 10 年来的经济

快速发展，环保历史欠账多，虽然近几年
多方弥补，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
决。为了守住环境质量的底线，我们也一
直坚持严厉执法。

为了三亚的青山绿水和三亚人民的
长远利益，也为了迎接中央环保督察，我
们将勇于克服困难，在原有严格执法的基
础上再加大力度。首先是监管全覆盖，覆
盖到全市所有区域，所有部门。其次是全
类型，全市所有环境违法行为，一律纳入
监管。第三是严惩罚，依法依规从严从重

处罚，不论牵涉到何种违法行为，何种性
质的企业或部门，何种的身份背景，只要
环境违法一律处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
地。第四是曝光。我们宁愿因为执法太
严、铁面无私、树敌太多被免职，也不愿意
因为不作为导致环境恶化对不起党委、政
府、三亚人民被问责免职。

三、主动服务。项目环评和验收不仅
仅是一道手续，它有实质性内容，有很严
厉的处罚。我们希望各部门在政府投资
的项目上、社会投资的重点项目上能重视
环评，早点启动环评工作，在项目立项时
就与我们联系，我们承诺会主动积极地为
项目环评审批排忧解难，安排专人负责，
有问必答，有疑必解，有难必帮，限时办
结。

吉阳区作为三亚市的主要城区，做好
环境保护工作尤为重要。当前我区在环
境保护突出问题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一是水污染方面，大茅河、白水溪轻
度黑臭，已发现大茅河排污口 5 处，白水
溪排污口 7 处，三亚东河、青梅港、腊尾山
塘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现象，主要原
因是市政污水管网未覆盖，污染整治工作
未完成，生活污水和商铺、餐饮废水及工
程类污水仍存在直排入河情况。二是大
气污染方面，拆违、拆迁工地存在扬尘；城
区主要道路两侧沙场、堆土、裸露地块较
多，随意焚烧垃圾、废弃物现象存在。三
是企业、个人环保意识仍待提高，环保执

法力度仍待加强，在推动企业落实环境应
急预案备案及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等方面
力度有待加强。另外，餐饮、娱乐、空调冷
却塔等社会生活噪声扰民及辐射基站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仍然存在。

针对以上问题，我区将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

一、以最坚决的态度，坚决贯彻落实
省第七次党代会关于环保工作的要求。
我区将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明确责任，坚
决主动配合牵头单位，建立相互支持的部
门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对违法行为加强
司法联动，对各属地村（居）委会加强巡
查，落实网格化管理要求，共同推进各项

环保工作开展。
二、以最实际行动，加强监督，落实

“一岗双责”。我们将牢固树立全局观念，
讲政治，讲大局，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要求，层层落实责任。认真制定环境保护
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区级各单位
的管理责任，严格按照国家及省、市的有
关环保工作决策部署，不断加强监督，对
存在的环保突出问题督查督办，对工作不
力的部门进行通报，将“一岗双责”落实到
位，共同推进各项环保工作的开展。

三、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加强执法力量能力建设，联合市、
区现有执法力量，把水环境监管、大气环
境监管及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执法
纳入联合执法范围。快速反应，对综合整
治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
严肃查处，并加大宣传力度。

加快推进污水管网建设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市住建局局长 黎觉行

加强水环境治理 保护河湖生态环境
市水务局局长 马育红

加大执法力度 保护绿水青山
市生态环保局局长 季端荣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推进环保工作开展
吉阳区区长 张华文

狠抓突出问题治理 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天涯区常务副区长 程建华

低潮
时间

高潮
时间

水质

三亚湾 优 30.6 09:38 17：14
大东海 优 30.5 09:23 17：08
亚龙湾 优 30.6 09:12 16：58
海棠湾 优 30.2 08:59 16：42

浴 场 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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