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城市专项整治进行时

近期，
海口市多
部门大力
整 治 、清
理南渡江
入海口建
筑垃圾乱
倒 现 象 ，
尤其是美
兰区城管
局每天24
小时派员
路 面 监
控 ，致 使
当地乱倒
建筑垃圾
情况已基
本控制。

但是，
在海口椰
海大道附
近的一些
地 方 ，建
筑垃圾乱
倾倒的现
象依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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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
（记者胡诚勇实习生陈涓）记
者近日从海口市市政市容管
理委员会获悉，因为南渡江
建筑垃圾掩埋问题，海口市
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治
理海口的各类垃圾。目前，
各相关部门已对市内垃圾点
进行摸底调查，制定了严格
的工作方案，新增4家临时建
筑垃圾消纳场，争取以整洁
市容迎新春。同时，也欢迎
市民举报建筑垃圾乱倒行为。

针对目前海口市存在的
江河湖海沿线、重点道路、
景区等的积存的生活垃圾、
乱倾倒的建筑废弃物、拆违
现场的遗留建筑垃圾等问
题，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乱
倾倒等现象，海口市市政市
容委制定工作方案，交警、
城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严
查各种违法行为，市区环卫
部门在春节前全面掀起垃圾
清理战役，改善城区环境卫
生脏乱差问题，以干净、整
洁的市容环境喜迎春节。

据了解，目前海口4个
区、桂林洋开发区、三江农

场等单位已对江河湖海沿
线、重点道路、景区等的积
存的生活垃圾、乱倾倒的建
筑废弃物、拆违现场的遗留
建筑垃圾等进行全面排查摸
底。海口全市现存垃圾点
687处。各单位已清理各类
垃圾点89处，清运和整理各
类垃圾3.9万吨；正在清理的
垃圾点72处。目前各单位已
对所有垃圾点倒排出时间
表，明确清理时间，逐一进
行清理，春节前重点对江河
湖海沿线、重点路段、重要
节点进行清理，争取使市容
环境明显改观。

为治理海口市建筑垃圾
乱倾倒现象，市交警支队对
建筑垃圾运输严格执法，查
处农用车16辆，拖拉机 21
辆，一般简易车180辆。市
城管支队查处违法渣土运输
车、泥头车以及乱倾倒建筑
垃圾车辆案件40宗。由于现
有的位于海榆中线7公里处
（金鹿工业园后面）的建筑消
纳场不能满足实际需求，4
个区多方努力，增设4家临
时建筑垃圾消纳场。

南国都市报 1月 20日讯（记
者 纪燕玲 实习生 刘少珠）“这么
大的垃圾山离大马路不远，从路边
经过一眼就看到了，真是太有损旅
游岛的形象了。”在海口市椰海大
道旁，一座庞大的“垃圾山”让过
往的人们侧目。

20日下午1点多，记者驱车
来到椰海大道，远远便看到了市民
所说的“垃圾山”。走到现场，记
者便被眼前堆积的建筑垃圾震惊
了。一眼望去，看不到边。碎砖
头、瓷砖、水泥柱子、红土……一
堆堆的垃圾组合成巨型“垃圾
山”，这些垃圾明显是一辆辆车倾
倒而下的。每座“垃圾山”之间，
仅留有一条可供一辆货车通过的狭
窄土路。记者绕着垃圾场外围走了
200米，还走不到头。

“应该有十多亩吧。”附近的高
坡村村民老杨告诉记者，这些建筑
垃圾几乎都是“威马逊”台风过
后，慢慢堆积起来的。这块地原本
属于高坡村的，原来经营着一家铁
厂，后来由于政府把这块地征用
了，铁厂就迁走了。因为征用地上
的项目还没做起来，这里就成了一

片空地。自从“威马逊”台风过
后，这块地上就陆陆续续有车辆来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就在记者采访
时，一辆满载建筑垃圾的农用车缓
缓驶来，农用车绕了半圈后找着位
置准备开始倾倒垃圾，然而当司机
看见本报摄影记者准备拍照时，便
急忙掉头把车开走了……

随后，记者在现场拨通了龙
华区城西镇高坡村委会书记杨波
的电话了解到，这块地原本属于
高坡村委会的，但目前已被政府
征用，已经不属于高坡村。“外围
人口太多，看到这有垃圾，就跟着

随意乱倒垃圾了，管都管不住。”
杨波告诉记者，“垃圾山”对附近
村民的居住环境，及卫生条件等方
面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但高坡村的
能力和条件有限，根本管不住垃圾
乱倒行为。

“镇政府组织过好几次清理垃
圾了，仍然不停地有人来倾倒垃
圾。”对于这一座座拦不住的“垃
圾山”，杨波认为问题就出在管理
还不到位。对此，他提出应该由政
府来协调和管理，建立长期有效的
管理制度，才是整治这些“垃圾
山”的好办法。

南国都市报 1月 20日讯（记
者 纪燕玲 实习生 刘少珠）20日，
海口市跨龙华区和秀英区的苍西村
有村民向记者反映，近段时间，位
于海榆中线通往椰海大道的一条土
路上，乱倒建筑垃圾的车辆较过去
有所增加，导致本来并不宽敞的土
路，更加通行不畅。

20日中午12点左右，记者从
海榆中线驱车穿入苍西村，经过多
方询问，终于在海榆中线通往椰海
大道的一条土路找到了村民所反映
的垃圾堆。这条土路两边杂草丛
生，坑坑洼洼，一些坑里还布满了
积水，崎岖难行。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这条土路
的路面十分窄小，只能容纳一辆汽
车单向通行。可是沿途两边每隔一
小段路，就堆起一座高约1米，且
大小不一的垃圾堆。记者粗略地数
了一数，一段大概长约300米的土
路，就形成了20余堆垃圾。走近

一看，垃圾堆里不是碎砖头、碎地
板砖块、渣土等建筑垃圾，就是各
种塑料、旧汽车垫、塑料袋等工业
废料和生活垃圾。

“这些垃圾都是外面的垃圾车
偷偷拉过来倒的，倒了就走，也不
知道是谁。”据苍西村村民苏先生
介绍，这条土路是很早之前一位老
板铺设的，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路
名。因为从海榆中线穿过这条土

路，就能够直接通往椰海大道，所
以每天来往通行的车辆并不少。苏
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房子就建在这
条土路上，但是目前还没有装修
好，“等装修好后想搬过来住，但
是这被垃圾‘包围’的环境，卫生
状况肯定很差。”苏先生说，他们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如何阻
止这些垃圾蔓延。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尽早遏制垃圾乱倒行为。

曝光台

海口市城管局：66760200
秀英区城管局：68663606
龙华区城管局：68510089
琼山区城管局：65905788
美兰区城管局：65224555

举报
电话

海口全面清理垃圾迎新春

新增4家
临时建筑垃圾消纳场

龙华区龙昆南延长线迎宾木材厂，联系人：冼维雄，电
话：13389804520；

美兰区灵山镇晋文村委会晋文石材厂（海榆东线东
侧），联系人：周登睦，电话：15120899960；

秀英区长流镇美楠村，联系人：邝经理，电话：
13876381186；

琼山区凤翔街道办红星村委会玉成、玉雅村60亩空旷
地，联系人：孙先生，电话：13697500988。

欢迎市民对建筑垃圾乱倒行为进行举报

海口4家临时建筑垃圾消纳场分别是：

海口高坡村

空地上的“垃圾山”望不到边

海口苍西村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纪燕玲实习
生刘少珠）记者从20日举行的海口市龙华区城
市管理六大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获悉，该区将取
缔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取缔中心城区范围内无组
织排放烧烤店，特别是路边无证经营的烧烤摊
点。同时，严格整治城市及周边地区违规露天
焚烧生活、园林、建筑等垃圾和农作物秸秆。

龙华区还将做好水源保护区内的垃圾、废
弃物等污染源的处理工作，拆除各镇饮用水源
保护区内的污染源及违法建筑物，杜绝在一、
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新建与饮用水源保护无关
的项目。同时，抓紧启动镇墟污水处理项目，
争取3年内竣工投入使用，减少中心城区黑臭河
渠的数量和区域，实现中心城区和各镇墟污水
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90%和60%以上。此外，
龙华区将着重加强对农贸市场、商场的停车
场、公共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
解决市场周边车辆乱停乱靠，市场内货物乱堆
乱放、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现象。

中心城区
取缔违规烧烤摊点

龙
华
区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纪燕
玲实习生刘少珠）20日上午，在海口市
龙华区召开城市管理六大专项整治工作
会议上，龙华区区长符革自晒“家丑”，
列出龙华城市管理的问题清单，并承诺
2017年基本实现主城区道路的占道经营
现象得到遏制的目标。

据了解，龙华区把握“一年有突
破、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的总要
求，在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基础
上，突出抓好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水域
综合整治、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市
政市容综合整治、农村卫生环境治理、
农贸市场和大型商场及周边环境秩序整
治工作等六方面，开展无死角整治行
动，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建立城市
管理长效机制，打造“干净、整洁、靓
丽”的城市环境，切实改善城市面貌和
人居环境。

龙华区

区长
承诺

2017年主城区道路
占道经营得到遏制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通讯员吴清洲）记者从20日
举行的海口市琼山区城市管理重点整治工
作大会上获悉，该区开展大气污染综合防
治工作，建成区内不再新建使用燃煤锅炉。

据了解，琼山区将从2015年 1月至
2017年，用3年时间，在全区开展城市管
理六大专项整治工作。该区将由区环保局
牵头，区相关责任部门配合，积极开展大
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其中，开展工业企
业污染治理，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布
局。关停或取缔主城区所有不符合产业发
展指导目录和属于淘汰产能的炭窑、砖
厂。禁止在城市城区及其近郊新建、扩建
钢铁、有色、石化、水泥、化工等高污染
高耗能企业。建成区基本淘汰10吨/时及
以下的燃煤锅炉，建成区内不再新建使用
燃煤锅炉。同时加强工业企业监管，对违
法企业严肃查处，确保企业达标排放。

琼
山
区

建成区内
不再新建使用燃煤锅炉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纪燕
玲 实习生 刘少珠 通讯员 陈亮）20日，
美兰区开展联合行动，由美兰区环卫局
联合海口市环卫局水上环卫、雅洁美公
司，对南渡江省工会劳模大厦段沿岸进
行清理，并打捞江边死禽等漂浮物。截
至记者发稿时，共清理生活垃圾等杂物
约17吨。

据了解，针对媒体披露的海口南渡
江西岸脏乱差的情况，美兰区召开专题
会议并决定，由街道对南渡江沿岸的环
境卫生、违法建筑、养殖场等进行调
查，摸清底数搞清状况，并在1月23日
前报区“五大办”；街道和环卫局共同
组织人员清理南渡江沿岸垃圾；城管局
增派人手加大对南渡江沿岸的巡查力
度，严厉查处往江里、江岸倾倒垃圾行
为；农林局加强对养殖场的管理，规范
养殖场病死禽畜处理渠道。

美
兰
区

打捞南渡江边漂浮物
清理生活垃圾17吨

美兰区政府呼吁：
请南渡江沿岸，特别是上游区域的居民

及有关单位共同维护南渡江的环境卫生，不
要往江里、江岸乱丢垃圾和禽畜尸体。

苍西村农垦科研所附近的垃圾堆。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300米长土路20余堆垃圾

在椰海大道旁的“垃圾山”之间，一辆拖拉机载满一车垃圾准备倾倒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