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王辉 ) 为打赢整治
违法建筑攻坚战袁 琼山区根据
省尧市尧区相关打违控违工作部
署袁实尧细尧深地推进违建整治工
作遥 3月 9日下午袁琼山区城管
局国土中队队长吴明和带领 25
名队员袁启用一台炮机袁对位于
石塔新村南路 87号后面的一宗
一层框架结构违建进行破坏性
拆除袁控违面积 250平方米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叶娇通讯员蔡海艳冤据海南廉政
网 3月 10日消息袁6日袁琼中县纪委下
发叶通报曳袁对十八大以来纪律审查工
作情况及典型案件进行全县通报遥

叶通报曳指出袁十八大以来渊2013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冤袁全县纪检监
察机关共受理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
304件袁初核 254件袁谈话函询 30件袁
了结 133件袁立案 183件 200人袁结案
182件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96人遥 此
外袁 还通报了县物资总公司原总经理
符蓉袁琼中地方税务局原党组成员尧直
属分局局长陈赞群违反政治纪律曰县
地方公路管理站原站长符其宏尧 太平
中学校长骆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曰 县渔业局原局长王师经等人违反
廉洁纪律等一批典型案件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赵汶 摄影报道冤 10 日袁由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尧 海南省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厅联合主办袁 书香
中国窑北京阅读季尧海南省第九届书
香节联合发起的关爱女童阅读行
动,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
中心学校启动遥
据介绍袁 该公益项目由书香中

国窑北京阅读季尧海南省第九届书香
节发起袁联合了专业阅读推广机构尧
出版社尧 媒体及专家学者等多个组
织和个人遥当天袁北京电台著名节目
主持人小雨姐姐主持本次活动启动
仪式袁并担任本次活动大使袁与留守

女童朗诵诗歌袁特向社会发出野关爱
女童阅读行动冶倡议书遥 现场袁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中心学校
援建的野女童阅空间冶正式启用袁并
开展互动式绘本阅读活动袁 同时也
对招募的公益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培
训遥

点亮野女童阅读冶活动袁将通过
建立女童阅读空间尧赠送温馨书包尧
推广野女童阅读冶系列活动尧实施领
读者计划尧全面阅读野手拉手互助冶
等实际行动袁 形成全社会关注女童
阅读尧 关爱女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
围袁用阅读滋润幼小心灵袁点亮童年
梦想袁全面助力书香海南的建设遥

关注留守女童成长 阅读点亮童年梦想

“关爱女童阅读行动”昨日走进保亭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叶娇冤日前袁澄迈县印发叶澄迈
县开展野吃空饷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曳袁对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相关离退休人员野吃空饷冶问题开
展整治遥
经澄迈县城市管理局局长办公会

议讨论决定院对违反工作纪律尧不按规
定时间上班的文祖德尧陈致勇尧冯斌义
进行谈话提醒曰连续缺岗 15天的工作
人员文祖德尧陈致勇袁按有关规定停发
工资并予以辞退曰 在严抓严管工作纪
律的形势下袁 冯斌义正视自身存在的
错误问题袁 主动于 2017年 2月 21日
书面申请辞去公职遥

10岛事/重点 2017. 3. 11 星期六 责编/梁知学 美编/王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
员 林馨冤 3 月 10 日上午 7 时 30 分
许袁 正在海口国兴大道迎宾馆路段巡
逻的民警发现一辆行迹十分可疑且无
牌无证的两轮摩托车袁 迅速组织警力
在迎宾馆及周边重要路口进行查控遥
最终袁 在国兴大道大英四路口将该两
轮摩托车截获遥 经现场盘查袁民警在其
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后座内发现蒙面头
套 3个尧伸缩棍尧多功能刀等工具遥
经初步核查袁该男子名叫豆某某袁

系甘肃省庆阳市人遥目前袁该男子及两
轮摩托车已移交至蓝天派出所作进一
步调查处理遥

无牌摩托被截获
司机是飞车大盗

海口市生态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袁该局环境监察人员在近日
对海南海华混凝土有限公司尧海南
晋业混凝土有限公司尧海南荣辉投
资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袁3家
企业均存在水污染防治设施未通
过环保部门验收袁擅自投入生产的
环境违法行为遥 随后袁环保监察部
门立即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立案查
处遥
经过层层调查和审核袁海口市

生态环保局决定予以 3家企业顶
格处罚袁并于 3月 9日分别对三家
企业下达叶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曳袁

责令立即停止建筑材料混凝土生
产项目生产袁并各罚款 50万元遥

海口市生态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袁环境安全是保障海口良好
生态环境的根本袁海口对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从不手软遥目前海口正在
持续开展打击违法建筑专项行动袁
明确规定混凝土搅拌企业不得向
违法建筑提供混凝土遥 下一步袁海
口市环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
加大执法力度袁进一步规范混凝土
企业的行为袁加大监察力度袁对环
境违法行为零容忍袁把环保法落到
实处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实习记者
许振统 通讯员 钟坚 冤3 月 10
日袁海南省消防总队和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联合在洋浦召开重
点石化企业约谈会袁 对东方尧澄
迈尧 洋浦三地的 33家重点石化
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集中约谈遥

会上播放了近年来我国石
化企业火灾事故案例视频袁剖析
了原因袁指出了事故中暴露出的
安全问题遥会议通过集中约谈的
方式袁对当前全省石化企业存在

的安全防范风险和消防安全工
作进行了部署袁提醒督促单位法
人代表强化危机意识袁将安全作
为企业科学发展的生命线袁严格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袁逐级尧逐岗
位明确落实安全职责袁确保企业
安全遥

据了解袁目前海南油气总储
量主要集中在洋浦尧东方尧澄迈 3
个地区遥仅洋浦经济开发区油气
存储能力就已达到 1169万立方
米遥石油化工是海南火灾防控的
重中之重袁也是最大的风险点遥

会议要求被约谈单位立即
开展一次火灾隐患自查和一次
安全风险评估袁第一时间整改火
灾隐患遥并要求各单位要建立并
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袁加大
安全经费投入袁推动组建企业应
急救援力量建设袁建立区域联防
机制袁 提高企业整体设防等级袁
加强企业专职队与消防部队尧周
边企业处置力量的联勤联训联
动袁强化区域协作袁定期开展联
合演练袁切实提高灭火应急处置
能力遥

海南33家重点石化企业接受约谈
开展火灾隐患自查和安全风险评估袁第一时间整改火灾隐患

澄迈开展野吃空饷冶
问题整治工作

一干部正视错误
主动辞去公职

水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擅自生产

海口3家混凝土企业各领罚50万

琼中县物资总公司
原总经理符蓉等人

违反纪律被通报

琼山区破坏性拆除
一宗框架结构违建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商报记者 10日上午从海口市生态环保局获悉袁由于存在水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
保部门验收尧擅自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袁海口市生态环保局于 9日分别对海南海华混凝土有限公司尧海南晋业混凝土有限公司尧
海南荣辉投资有限公司下达叶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曳袁并各罚款 50万元遥 据悉袁这也是海口今年以来最严厉的环境污染处罚遥

银 企业在擅自生产混凝土

银 活动现场

网友曝捕捉鲸鲨视频袁称事发三亚海域 陵水县海洋与渔业局辟谣

“是景区救护人员转运受伤鲨鱼”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碧微冤 3月 8日袁一条疑似有人在三亚海域捕捞鲸

鲨的信息在网络传播袁引起众多网友热议遥 据了解袁国家农业部 3月 10日要求海南省有关单位
介入调查视频内容以及事件中鲸鲨当前状况遥

网传视频由网友 野湛江姚鹏冶
于 3月 8日在微信群里发布遥视频
时长 28秒袁 主要内容为 3名潜水
员在海域中对一条疑似鲸鲨的鲨
鱼进行观察尧抚摸尧捕抓等遥 网络
传出的微信群聊截图显示袁野湛江
姚鹏冶称野三个人一起抓的冶袁野抓到
了都是钱啊冶遥 10日下午姚鹏接受
媒体采访时却称袁事发当时他并不
在现场袁发布这段视频只是野想跟
大家开玩笑冶遥 姚鹏称袁 视频是其

朋友称在海南分界洲岛放生鲸鲨
的画面遥
记者 10日下午 7时从陵水县

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袁该局已进行
调查袁在分界洲岛见到网传视频中
的鲸鲨遥该鲸鲨重约 1000斤袁长约
4米袁 除了尾鳍处有明显伤痕外袁
一切体征正常遥

分界洲岛景区海洋剧场郑帅
经理向调查组介绍袁网传捕抓鲸鲨
的视频并不是野捕捞冶的视频袁而是

分界洲岛海洋剧场的救护技术人
员转运受伤的鲨鱼视频遥

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袁郑帅的说法无误遥 10日晚 8时
30分袁记者电话联系郑帅袁对鲸鲨
的情况袁他表示袁野有点脏袁但状态
很好冶袁景区正在积极观察救助遥

公开资料显示袁鲸鲨列入叶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曳(IUCN)2005 年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袁 属于易危
(VU)级别遥 银 网友微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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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