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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海南省人大
二届二次会议作出的 "关于建设生
态省的决定#认为$建设生态省可正
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
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

%"""

年
&

月
&%

日!国家环保总
局认定 "建设生态省符合我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对推动区域%乃至全国
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具有重大示
范意义& '

%'

年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
晓青说$海南的生态"星火'在全国"燎
原' 出了十多个生态省% 上百个生态
市%数不胜数的生态镇(乡)和生态村&

开路! 理学博士撰文力

倡建生态省

让我们一起回望发生在海南的
这场*绿色革命'的起点&

!""(

年
)

月的一天! 九三学社
海南省委主委王辉丰拿着一张有关
安徽池州创建生态市消息的报纸对
九三学社海南省委副主委颜家安
说$*看看对我们省在三亚% 陵水一
带搞个生态区有没有借鉴作用+ '

王辉丰这一提议!得到了颜家安
的积极响应&

%"")

年
#

月!他撰写出
%#'''

字的,生态省$海南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论文& 尽
管身为文学硕士%理学博士的他此前
专业与生态并没有太多直接联系&

今天!说起这事!颜家安先讲起
自己的童年记忆&

颜家安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市衡
南县长岭乡白眉村& 老家*大树抱小
村'的生态环境!曾是全村人的骄傲&

可是!大树一棵棵倒下!成了村
民家中的房梁%门板!小河里的鱼舟!

老人安息的棺木.终有一天!村里只
剩村头的两棵大枫树. 也终有一天!

有人挥着板斧出现在大枫树下&

村里的老人不干了&颜家安的奶
奶拚命护树&

颜家安的弟弟% 生态社会学博
士

*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师颜敏在,美
丽的大枫树!谁为你仗义执言+ -一
文中写道$ 我和哥哥经常会想起儿
时亲身经历///

一位老奶奶瘫坐在一株美丽的
大枫树前!声嘶力竭!涕泪横流!老
发散乱& 在她的面前是队干部!他们
带着一大群人! 手里拿着锋利的斧
头& 后来!老奶奶挣扎着紧抱大枫树
00老人被架走!大枫树倒在地& 大
枫树流出了殷红的液体像人类的
血! 它发出的强烈的芳香弥漫在整
个贫穷而秀丽的小村庄00

来到海南! 颜家安看到了这里
到处都有不倒的大树! 他一下子有
了找到根的感觉&

童年的记忆加上工作的需要!

颜家安激起了 *革命般的斗志#!于
是有了*革命的理论#&

%"")

年
&

月!,生态省$ 海南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 -

被送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手中&

在当年省委召开的民主党派*献
计献策#会议上!王辉丰代表九三学
社海南省委将该文作为发言稿&

%"")

年
+

月
#(

日!颜家安以九
三学社海南省委的名义向政协海南

省三届一次全会提交提案! 题目为
,关于把海南建成全国生态示范省
的建议-!提案编号为$*三届一次会
议第

('

号#&

%"")

年
$

月! 海南省省长汪啸
风在政协提案答复会上说$*生态省
的提案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

%"")

年
%%

月
&

日! 省政府第
%&

次常务会议提出! 把建设生态省
作为本届政府今后三年的重大工作
目标!并决定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海
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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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海南省二届
人大二次会议作出了 ,关于建设生
态省的决定-&

%"""

年
&

月
&%

日!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批准海南为全国生态示范
省.

,

月
%'

日!,海南生态省建设规
划纲要-在北京通过专家评审&

(

月
&'

日! 海南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
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海南生态
省建设规划纲要-& 海南建设生态示
范省正式启动&

探路! 为中国改革开放

作出"绿色贡献#

十年生态省建设! 海南为全国
各地生态建设做出了示范! 积累了
经验& 生态省建设是海南大特区对
中国改革开放的绿色贡献&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 ,祝贺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年更好地发
挥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 一文中有
这样的内容$ 海南在改革开放伟大
征程中争当 *排头兵 #%勇做 *试验
田#!取得了一系列*率先#& 率先建
设生态省名列其中&

海南率先提出的生态省建设!

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关怀&

-'''

年! 江泽民总书记在参加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海南代表团
的审议时! 肯定了海南建生态省的
做法& 他说!要着眼长远!抓紧当前!

把生态建设全面规划好! 并年复一
年地实施好!千方百计地保护好&

-'''

年! 朱镕基总理在海南考
察时指示$*要把海南建成椰林茂密%

遍地葱绿%鲜花盛开%环境优美%交通
发达%电讯畅通%文明法治的宝岛#&

此后! 江泽民在海南考察时指
出$*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和生
态环境是极其宝贵的& 要积极探索
依靠生态环境建设增创新优势!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扎扎实实地
实现建设生态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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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温家宝总理
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海南
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 要把海南建
成绿色之岛%开放之岛%文明之岛%

和谐之岛& 他强调!海南要走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之路& 要把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海南经济发展的首位! 使经
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相协调&

-'')

年
+

月! 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

-'

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
海南考察工作时反复强调$ 海南一
定要按照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
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
业结构% 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的要
求!坚持生态立省!坚持把建设生态
文明% 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首要位置&

-'')

年
+

月
-$

日!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
着力建设生态文明! 进一步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坚持生态立省%环境
优先!在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中建设
现代化的海南& #

继海南率先建设 *生态省 #之
后! 目前全国已有海南% 吉林等

%-

个省% 区开展生态省建设! 全国有
%,'

个市(县%区)开展了生态市(县%

区)创建工作&

颜家安认为!生态省建设!作为
中国特有的制度模式! 是由海南率
先提出的! 它得到了中央高度评价
和肯定! 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
示范效应! 甚至在全世界也有相当
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南为中国
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生态文明建
设的新路&

目标! 建全国一流生活

质量的绿色之岛

,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

-'',

年修编)- 明确了生态省建设
的时间表及总体目标///

%"""

年到
-'',

年是生态省建设的起步阶段.

-''$

年到
-'%,

年!是生态省建设的
全面建设阶段.

-'%$

年到
-'-'

年是
完善提高阶段&

根据,纲要-!再过十年左右!海
南将建设成$*在环境质量保持全国
领先水平的同时! 建立起发达的资
源能源节约型生态经济体系! 建成
布局科学合理%设施配套完善%景观
和谐优美的人居环境! 形成浓厚的
生态文化氛围! 使海南成为具有全
国一流生活质量% 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入全国先进行列的省份&

今天! 海南正处在全面建设生
态省的节点上&

-''"

年
-

月
$

日! 海南周刊记
者对颜家安进行了专访&

海南周刊! 海南生态省建设时

间过半! 下一个十年在生态省建设

应注意什么"

颜家安!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原
则!坚定不移走生态立省之路&海南作
为全国第一个生态省要切实贯彻生态
优先原则& 要把生态优先原则贯彻到
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去!

要在生态优先原则下发展经济! 探索
制定绿色税收的地方性法规&

海南周刊! 您对近期的生态省

建设有何建议"

颜家安! 生态补偿的工作目前
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海南也进行
了试点& 在生态补偿方面!现在的做
法是政府补偿!我觉得这是有限的!

社会补偿是必须要考虑的& 进行生
态移民也是补偿的一种方式&

我国是从
-'''

年开始实施生
态移民的! 仅西部地区约有

(''

万
农民须通过移民来脱贫& 海南的大
广坝库区%松涛水库库区%南渡江%

万泉河等水源头同样适用生态移民
的做法& 当然!生态移民要坚持自愿
原则!并充分尊重民意%民俗&

海南周刊! 生态省建设最能吸

引您的目标是什么"

颜家安! 使海南具有全国一流
的生活质量&

#绿色革命$一词!最初只是指

一种农业技术推广 %

!"#$

年至

%"&'

年! 印度开始了靠先进技术

提高粮食产量的#绿色革命&试验!

使印度农业发生了巨变%但革命带

有先天缺陷'((#耗资大而不易推

广!污染严重!能源浪费等&%

如今!#绿色革命& 的含义已

与时俱进)#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

基本理论的指导下! 人类适应环

境!与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所

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动% &

在当代中国!说起绿色革命!

人们无疑都会将目光聚焦于中国

最大的经济特区(((十年前!海

南率先举全省之力建设生态省!

走上#绿色革命&之路%

!"#$%&'(

% ! &"'()*+ , -

!生态省 ! !年"

%"

年生态省建设$带来了一个绿色和谐之岛% 图为空

中鸟瞰绿色环绕的海南乡村民居% 海南日报记者 王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