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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075 

1.三亚凤凰镇槟榔村委会办公

楼门口马路对面有个使用多年的露

天垃圾场，散发臭味，下雨时垃圾

被冲入槟榔河内，污染河水；2.槟榔

村农贸市场周边有2家经营多年的

稻谷加工店，生产时产生粉尘和噪

音，影响周边居民和商铺；3.每年冬

季都有人在槟榔河滩涂地饲养大量

鸭子，粪便污染河水。 

三亚 

垃圾 
水 
大气 
扬尘 
噪声 

1、三亚凤凰镇槟榔村露天垃圾场

管理不规范，散发臭味，距河200米，

周边地势无倾向河内的坡度。 
2、稻谷加工店噪声粉尘扰民。 
3、在槟榔河滩涂发现有农户散养

家禽现象。 

属实 

1.农贸市场已于8月29日将垃圾手推车收

集容器更换成密闭垃圾收运容器，并派专人管

理。 
2.农贸市场方已与仁仁洁保洁公司做到无

缝隙对接，垃圾定点定时清运，.仁仁洁公司已

加强垃圾池的管理力度，每天定时清洗一次，

落地垃圾及时得到清理归桶。 
3、稻谷加工店已加强对碾米机的维护保

养，及时更换了噪声过大的轴承，加装了负压

风机，并在出风口安装了布袋进行除尘，门口

设置布帘围挡。 
4、加强对河道的巡查力度，一经发现养殖

行为，立即制止并查处。 

无 

D17009 

三亚天涯区育才生态管区在

2016年3月到2017年3月期间，被

崖州区两个老板非法毁林90亩，农

田13至14亩，在林地上建房，在

农田上挖2个水塘。村委会对此事

不闻不问。 

三亚 生态 

该案件同属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雅

林村�岸丈山�毁林事件（第十四批次，

受理编号X14009）。 
核实情况如下： 
1.2016年8月下旬，黎光璧雇挖机

进行非法开垦102.3亩。2017年6月27
日被三亚市森林公安局移送三亚市城

郊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黎光璧在林地里开挖水塘和建筑

房屋； 
3.非法毁坏农田行为不属实。 

部分

属实 

1.2017年6月27日，毁林犯罪嫌疑人黎光

璧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2.2017年8月27日，已将涉案林地内将违

章建筑3栋房屋和2个蓄水池全部拆除完毕，

同时把种植在林地内的香蕉、槟榔苗予以清除； 
3.2017年8月28日，解聘毁林区域责任护

林员、小组长和管理员； 
4.2017年8月30日，已在毁林区域全面清

苗复绿。 

无 

D16061 

三亚吉阳区迎宾路汇鑫汽车检

测站后 100-200米处有一居民饲养

家禽，散发浓重臭味；汇鑫汽车检

测站后面20米处有一排水沟，又脏

又臭，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三亚 
水 
大气 

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汇鑫汽车

检测站后有1户养殖户占用部队老旧营

房旁边用地（面积124平方米）饲养家

畜，养猪56头，养鸡40余只； 
2、汇鑫汽车检测站后的臭水沟全

长1.6公里，沟渠属于山岭水排放沟，

污水来源为南新农场二组居民生活污

水和周边养殖污水，因周边地势较低，

污水无法通过自流的方式流入市政污

水管网内。 

属实 

1、依法对造成环境污染的1处养猪点进行

拆除，拆除猪舍124平方米，清理生猪56头，

鸡40多只，并做好了环境卫生整治和卫生消毒

工作。 
2、该臭水沟的污水来源为周边村民生活污

水，三亚市吉阳区政府现已制定整改方案，预

计2017年10月31日前在南新农场二组村口处

设立污水处理泵站，可将污水引入迎宾路的污

水管网系统内。 

无 

D16103 

三亚吉阳区荔枝沟路农业银行

后、星悦宾馆旁的两层小楼有一烧

烤餐厅已开业一年，每晚 7点至凌

晨营业，噪声大、油烟四散，影响

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三亚 
油烟

噪声 

2017年8月26日23时许吉阳区区

接到该转办信访件后，三亚市吉阳区环

保局周才学局长，吉阳区城市管理局马

志明副局长等领导带队到达现场开展

调查，经调查核实： 
1、该烧烤餐厅存在油烟问题。 
2、该烧烤餐厅经营时噪声大，影

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属实 

2017年8月27日00时12分三亚市吉阳区

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当场对该烧烤餐厅下达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该烧烤厅于2017
年8月27日晚已停止营业，正在进行整改，预

计于2017年9月30日前整改完毕。 

无 

D16100 
三亚天涯区金鸡岭社区西二巷

鱼儿故事清吧每晚9点至12点播放

音乐，噪声扰民。 
三亚 噪声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清吧擅自改

变经营范围在场所内进行音乐弹唱。 
属实 

三亚市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工商所

于2017年8月27日17:30时已对三亚市天涯区

金鸡岭社区西二巷鱼儿故事清吧下达《三亚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停业通知书》（三工商东城

停业字〔2017〕1号），该清吧已停止营业。 

无 

X16002 
三亚一环路川北巷11号小区前

的工地每天早上 5点到次日凌晨 2
点有大巴车进出，噪音严重扰民。 

三亚 噪声 

信访人反映的空地位于三亚一环

路川北巷11号小区前。该处是一块闲置

空地，面积约4亩，空地里自发停放一

些零散的大巴车，大巴车凌晨进进出

出，噪音严重扰民。 

属实 
吉阳区政府已于8月31日清空停放在空地里面

的车辆，将空地大门关闭，禁止车辆再次停放

该临时停车点。 
无 

X16025 

三亚崖州区与乐东九所镇临海

的交界处，225国道北侧、崖城一侧

梅联村北村小组 234号养殖场，时

常向龙栖湾排放污泥浊水，污染海

水和海滩。投诉多年，但由于市县

交界、部门分割、海陆相接以及历

史原因，该排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 

三亚 水 

经现场核查，梅联北村234号养虾

场由三亚镇海正一种苗有限公司经营，

主要问题： 
1、只有简单的 U型沟，没有建设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废水超标。 
2、未办理环评手续。 

属实 

1、崖州区海洋渔业水务局对该养殖场下达

《关于限期整改虾场环境问题的通知》。针对没

有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废水超标问题，崖

州区环保局正在立案查处。 
2、崖州区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对该养殖场下

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款4万元。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六批 2017 年 9 月 5 日）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听说鹿回
头滨河公园今年 11 月底将对外开放，
真的很期待，我们以后可以组建更多
的人一起跳广场舞了。”8 月 31 日晚上，
在下洋田片区的一块小空地上，伴随
着《格桑花》音乐跳完一支舞蹈的中年
阿姨曹芳开心地向几位舞友透露这一
好消息。日前，三亚日报记者从市住
建局获悉，鹿回头滨河公园位于下洋
田片区，将打造成集市民广场、公园、
游艇码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景观公
园。项目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动工，目前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32%，预计今年 11
月底完工投入使用。

项目分为三个片区，为市
民提供设施完善的休闲场所

据市政维护应急中心副主任吉嘉
骥介绍，鹿回头滨河公园项目分为游
船广场片区、游艇公园片区、市民公园
片区，总占地面积为 15.6 万平方米；地
上建筑面积 345 平方米，半地下车库建
筑面积 5967.48 平方米；铺装面积 6.9 万
平方米；施工便道面积 1.5 万平方米；水
域面积 4382 平方米；绿地面积（含停车
位）6.2 万平方米；停车位 375 个；地面设
置服务中心 216 平方米，包括移动售卖
亭 4 座、景观置石等。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绿化工程、公共休闲空间建设、亲水
空间、海绵工程、码头配套设施、地面停
车设施、半地下停车设施等。

据了解，鹿回头滨河公园近期改造
规划是先对其他区域进行改造，唯独
保留横切鹿回头广场的临时道路，确
保交通通行的需求，等周边交通布局
完善后，再对这条临时道路进行改造，
将这条便道打造为生态艺术走廊。广
场的东侧定位为市民公园，保留垃圾
转运站和污水处理泵站，改造现状停
车场，让出更多空间为市民提供林荫
休闲场地。西侧内部水域以北，结合
现状游船码头建设中心活动广场和亲
水空间，为整个场地的核心公共活动
区域。

公园设计采取“两带一廊
一轴”思路

鹿回头滨河公园设计采取“两带”
“一廊”“一轴”的思路，“两带”是指依
托围绕广场的滨水岸线和榆亚路分别
设置外围滨水蓝带和慢行绿带。慢行
绿带是广场公园与榆亚路衔接的过渡

空间，利用鲜艳的花带展示三亚的热
情奔放和靓丽柔情，慢行步道穿行其
中，欣赏花镜的同时连接城市慢行系
统 ，为 城 市 提 供 基 础 生 态 出 行 设 施 。
滨水蓝带则是现状滨水空间被分为三
大段：北部游船码头段、中部公共滨水
休闲段、南部游艇码头段，设计利用滨
水休闲步道串联这三部分空间，形成
连贯南部南边海路和北部榆亚路的滨
水休闲散步道，并丰富中部可供市民
使用的公共滨水空间，打造出硬质观
景平台、木质观景平台、景观栈道、生
态草坪驳岸、红树林生态驳岸等多样
亲水空间。

一廊即生态艺术走廊。远期利用
现状施工便道改造成生态的、艺术的、
展示城市魅力和人文性格特色的展示
廊道，为市民的才艺展示和游客认识了
解 三 亚 提 供 一 处 可 亲 身 体 验 的 展 览
馆。一轴即由榆亚路与凤凰路交叉口
为起点穿过生态广场至三亚河继续延
伸至鹿回头公园的景观轴线，串联起因
施工便道分隔的东西两块场地的同时
为市民提供直达水岸的林荫通道，成为
行人一窥广场公园内部的视觉通廊。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总体
工程量的32%

9 月 1 日上午，三亚日报记者在项
目施工现场看到，多台大型挖掘机正

在进行园内道路平整，工人们正在有
条不紊地施工，整个工地一派忙碌的
景象。“我平均每半个小时就要搅拌一
次，一天至少要搅拌二十次。”负责拌
合砂浆的女工李文林一边用手擦着额
头上的汗珠，一边用铁锹敲打刚搅拌
好的砂浆，检查是否搅拌均匀。李文
林是“小工”，丈夫和儿子都是“大工”，
负责砌砖，一家三口在一起工作即使
辛苦她也觉得特别开心。

“市民公园片区的公园正在铺设人

行广场，有塔吊的地方准备做半地下
停车场，已经完成打桩，正在进行底膜
施工。对面的游船广场片区进展比较
快，已经完成场地清表，部分苗木已经
进场，正在做公园园道的铺设、广场铺
装和场地平整，还有苗木种植。游艇
公园片区透水铺装已经做完，下一步
准备进行绿化种植。”吉嘉骥告诉三亚
日报记者，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总体工
程量的 32%，预计今年 11 月底完工并
对市民游客开放。

鹿回头滨河公园预计11月底完工
位于下洋田片区，集市民广场、公园、游艇码头于一体

项目效果图。本报记者 汪慧珊 翻拍

项目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以确保项目如期完工。本报记者 汪慧珊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 实习生 高晓
雅）日前，记者从市城投公司获悉，月
川安置区项目建设已经启动，目前正
在进行基坑支护、土方、桩基础施工，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4.9%，预计 2018 年
底将交付南区先开工的 9 栋楼 832 套
安置房。

据了解，月川安置区总占地面积

249.6 亩，建筑面积 82 万平方米，共建
5687 套住房，计划总投资 28.64 亿元。
项目共分南区、北区两个部分，目前项
目已启动建设，正在进行基坑支护、土
方、桩基础施工，预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交付南区先开工的 9 栋楼，共 832 套
住房。

据施工单位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月川安
置区项目成立百日会战工作推进小组，
科学分解指标，项目分管领导每天进驻
项目一线，确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同
时，各项目分管领导每周至少组织召开
一次项目推进会，对无法解决的问题，
报工作推进小组协调解决。另外，为充
分保障项目建设资金，市城投公司与市

财政局、市发改委密切对接，同时积极
推进融资工作，充分保障资金需求及
时、足额拨付。为传达项目投资百日会
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市城投公司约见主
要参建单位分管领导，向参建单位传导
压力，并取得参建单位的全力支持，同
时充分发挥各参建单位的智慧，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

预计明年底

月川安置区交付首批832套安置房

全力推进项目投资百日会战

本报讯（记者 林志猛）崖州区抱古村
立帆小组将打造成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
农旅式美丽乡村，项目以生态田园为基
础，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服务业，建设
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
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高效农业、生态观
光、民俗体验、休闲娱乐、颐养健康等功能
兼具的美丽乡村，总投资 5.8 亿元。项目
建成投入运营后，预计年经营收入 2 亿
元，可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余个。这是日
前三亚日报记者从崖州区抱古村立帆生
态共享农庄建设工作推进会上解到的。

江西春蕾集团海南春蕾天涯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华表示，项目立
足于抱古村绿色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充
分利用和挖掘抱古村良好的自然生态、浓
郁的黎族文化以及丰富的周边旅游资源，
建设一个规划领先、设施齐全、功能完备、
产业繁荣、环境优美、格调高雅的美丽乡
村，助力抱古村打造成为集有机农业、生
态观光、民俗风情、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
功能于一体的景区式美丽乡村，在保护生
态、提升功能、美化环境的同时，发展地方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据朱华介绍，项目按“一心、六区”七
大 功 能 区 进 行 建 设 ，占 地 面 积 5700 亩 。

“一心”指包括农副产品综合服务点在内
的抱古村综合服务中心，“六区”指包括
生产（采摘）加工区、科教观光区（农耕文
化）、休闲娱乐区（陆地、水上）、餐饮住
宿区（含乐龄养生小镇、宴会服务）、户外
体验区（帐蓬、房车、野营）、互联网信息
区等。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杨施
雯）9 月 5 日，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纪仁凤
率领专题调研组一行，到三亚开展加强
城市电动车（助力车）登记和管理情况专
题调研。三亚市政协副主席黄志强一同
调研。

三亚日报记者了解到，电动车的交
通管理问题已是三亚道路交通秩序管理
的热点难点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三亚电
动车保有量约 40 万辆。针对电动车交通
违法引发的交通事故呈现高发态势的实
际，三亚公安交警部门不等不靠、主动作
为，从路面管控、停放管理、安全宣传等
多方面入手，在全市范围内积极开展电
动车安全管理和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
一 定 的 成 效 。 同 时 ，根 据 三 亚“ 创 文 巩
卫”工作的部署，自去年 12 月以来，三亚
公安交警部门针对过去各区不规范划设
停车位的做法，依法依规，按照“应划尽
划、合理施划、人性化施划”的原则，全市
范围内施划了 41978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实现全市范围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各
停其位”，尤其是非机动车停车秩序明显
改善。

三亚公安交警部门有关负责人称，当
前三亚电动车交通管理存在超标现象严
重、交通违法普遍、违法成本过低、驾驶员
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给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带来很大压力。下一步，三亚将积极稳
妥推进立法工作，借鉴海口市的做法，建
议市政府组织重新启动三亚电动自行车
管理的立法工作，以规范三亚电动自行车
的管理；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
推行合标电动自行车带牌委托销售制度，
对消费者购买合标电动自行车进行引导；
继续加强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的整治与
查处。

黄志强表示，青海省政协到三亚开展
专题调研，为三亚电动车管理工作“会诊把
脉”，充分体现了青海省政协对三亚交通管
理工作的关心和重视，必将推动三亚交通
管理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为开创三亚文
明交通新局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王丹）9
月 4 日下午，市政协副主席邢孔祥带队
到合肥市，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庐 剧 的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情 况 。 合 肥 市 政
协副主席丁家康出席座谈会并介绍相关
情况。

9 月 5 日上午，邢孔祥一行赴巢湖市
实地考察传统纸笺产学研基地。

邢孔祥认为合肥市深入挖掘非遗项
目的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在凸显非遗项
目独特文化内涵的同时，让非遗项目在当
代重获生命力，走向社会大众，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邢孔祥表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
活实践中，三亚各族人民创造和传承了多
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海南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亚市将学习借
鉴合肥市非遗保护传承利用的经验，结合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工作。

抱古村立帆小组
将打造成农旅式美丽乡村
项目投资5.8亿元
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青海省政协到三亚
就电动车管理开展调研

市领导带队赴合肥市了解庐剧
保护传承利用情况
借鉴先进经验
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海洋督察交办件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受理 

编号 
市县 投诉举报主要内容 办理进展情况 

1 
〔2017〕 

003号 
三亚市 三亚市的红沙码头鱼排够多，垃圾排放到海里。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责令有污水排海问题的海鲜排

档停业整顿，设卡禁止游客市民前往围

堰。向涉嫌违建的海鲜排档发出通知，违

建调查已进入整改阶段。加大清理海滩及

海域垃圾的力度。 

2 
〔2017〕 

023号 
三亚市 

三亚市大东海附近的南中国大酒店后面的沙

滩,2001年三亚市政府及三亚市海洋局将海域使用

权给了大东海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承包年限为

2001年到2052年。这个公司每年都来各个酒店收

取每米每年三万元的沙滩使用费。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曾非

法占用海岸线违规搭建91平方米简易木

质房，已组织执法人员予以拆除。已经下

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3 
〔2017〕 

064号 
三亚市 

三亚市三亚湾兰海四期斜对面，有企业砍伐防

护林建造直升机基地、油库，离海仅有三米左右，

已有一年，直升机基地、油库的生活垃圾、油污直

接排入海，不仅破坏生态防护林，还污染了海洋环

境，请核查。 

经查，情况不属实 

该区域水质符合一类水质标准。现场

核实，未见有储油桶，要求企业继续做好

生活垃圾及废弃油料的收集，杜绝排海污

染海洋环境。 

4 
〔2017〕 

085号 
三亚市 

海南岛鱼排养殖、海上作业、围填海造地，生

活垃圾排放，严重影响了海洋环境，请国家海洋相

关部门建立机制，规范用海，保护海洋环境。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对全市围填海开展疑点疑区用

海监视监测工作。加大监视监测工作，逐

步启动用海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工作。 

5 
〔2017〕 

115号 
三亚市 

三亚市吉阳区网枝村榆林港边，原有三百亩红

树林湿地。部队先是围填造盐田。盐田被海水冲垮

后，改为养殖鱼虾。附近居民强烈要求恢复红树林

湿地原样，当地政府也同意拨款将红树林恢复。部

队却暗箱操作办理土地证，填地盖房，面积有一百

二十五亩。红树林有百分之五十是当地居民扩种的，

当地居民与它相依为命。 

经查：情况不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