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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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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态省建设的制高
点上!目前蓬勃发展的海南旅游业!

被国家旅游局赋予担当"生态旅游#

的重担$ 省内有关专家认为%海南提
出建设国际旅游岛! 旅游业走生态
发展之路!都是以生态省为基础的$

海南将再次担当生态省建设先
行者和探路者的角色! 倡导生态优
先! 建立起绿色基础设施系统 &生
态'环境系统(!从而达到建立绿色
基础设施系统的海南示范之效果$

!三赢"模式为全国提供示范

!"

年生态省建设! 海南硕果累
累$ 海南由此走上了科技先导型'资
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经济效益高
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具有海南特色
的生态型经济体系! 实现了自然生
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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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海南博鳌举行
的中国科协

#""$

年学术年会上!时
任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在发言中指
出%以生态省建设为载体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三赢*模式!是海南认真
分析本地的发展优势和潜力! 借鉴
和吸取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 努力
探索出的一条经济' 社会和环境三
大效益共同增长的路子$

在传统的发展路径上! 实现经
济和社会的)双赢*发展一度被誉为
良策$

!"

年海南生态省建设!首创实
施经济'社会和生态共同增长的)三
赢*模式!将环境与经济'社会等两
个指标等量齐观! 提升了发展的境
界层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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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生态省建设
论坛*上!

!#

个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
省区的

!""

余位代表一致认为 %海
南的生态省建设! 以资源与环境容
量高效利用为前提! 以生态优化为
主导!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拉动经济
快速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与环境稳
定改善! 是我们在生态省建设中应
该效仿学习的$

在海南"绿色经验*的带动下 !

浙江 '吉林 '福建 '山东 '安徽等
!$

个省区先后制定了生态省建设规
划!广州'昆明'成都'天津等

#"

多
个大中城市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
目标$ 其中!尤以浙江省的推进力度
最大$

#""&

年!浙江省提出了"生态
省建设*的目标!目前由各地"一把
手*负总责'环保部门牵头'各部门
配合的工作机制已经在全省形成$

文明生态村建设经验全

国推广

!"

年生态省建设! 海南为全国
带来了生动的"文明生态村*发展模
式$ 婆娑的椰影之间!如田园牧歌式
的海南文明生态村! 成为全国新农
村建设效仿的建设榜样$

专题研究文明生态村的专家柳
树滋教授曾经表示%把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倡导的文明村镇建设与海南
生态省建设紧密结合!实现"文明*

内涵和"生态*内涵融为一体!文明
生态村建设是海南的创新之举$

随着创建文明生态村活动在全
省的深入广泛开展! 一个个绿树环

绕'环境整洁'村道硬化'清风扑面'

具有海南特色' 现代文明气息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 呈现出清新诱人的
新景象$

海南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得到了
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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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海南
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
谈会! 推广海南文明生态村建设的
经验!把海南文明生态村誉为"一条
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新路子*$

#""'

年
(

月!国务院扶贫办'中
央文明办'农业部'科技部'教育部
等十部委联合发文! 要求在贫困地
区积极倡导文明生态村建设$ 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下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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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
要点明确提出! 要将文明生态村建
设作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
作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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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
此前支持海南

&"""

万元资金的基础
上! 又一次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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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建设资
金!继续支持文明生态村建设$ 海南
已经制定了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时间
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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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一半以上的村庄
将建成文明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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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省
*'+

的村庄将建成文明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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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以上的村庄将建成文明生态
村!实现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

在文明生态村的基础上! 海南
近年来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生态市
县'文明生态乡镇'文明生态农场'

文明生态社区等活动! 逐步完善着
生态省机体中的各级组织' 器官和
细胞$ 目前这些正在成为海南生态
省新的)示范点*$

生态文化论坛贡献 !绿

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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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
,

海南
-

生态
文化论坛落户海南$ 作为一个非官
方会议组织! 论坛的目的在于为国
内外各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生态环
境保护和建设! 促进生态经济发展
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

中国
,

海南
-

生态文化论坛目前
已经举办三届$ 每届论坛举行的间
隙! 与会的专家和嘉宾均实地参观
了海南的生态省建设! 总结海南生
态文化!探寻海南的)绿色经验*$ 论
坛主办方表示!举办生态文化论坛!

主旨就是传承生态文化! 倡导绿色
经济!并以)生态'环境'绿色*为关
键词展开各种文化活动! 倡导营造
浓郁的生态文化氛围$

在论坛新思维的推动下! 海南
生态省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 !目
前已经涵盖了经济'社会'科技'教
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

历年来! 海南提出并行之有效
的种种发展目标! 如把海南建设成
为热带高效农业基地' 热带滨海旅
游胜地'新型工业省'海洋
强省' 信息智能岛' 健康
岛'长寿岛'无规定动物疫
病区' 中国人民的度假村
和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
等! 都成为生态省建设的
有机组成部分$

外延的扩展! 内核始
终没变$ 生态文化始终是

生态省建设的前提与保障$ 在塑造
生态文化方面! 海南着重普及生态
科学知识和生态法律法规知识 !培
育和引导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行为! 倡导节约和保护环境的价
值观念! 营造促进生态省建设的良
好社会氛围!实现公众'企业'决策
管理者生态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 !

在全社会树立建设生态省' 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共同信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文化论坛
倡议的)生态文化*!通过媒体的滚动
报道!已经逐渐发酵!并成为当下社
会的热词之一$在丰富生态文化内涵
下!生态省建设成为不少省份工作的
一个总的平台和科学发展观在当地
贯彻落实的完整载体之一$

生态省建设内涵率先启

动扩展

在全国不少省份先后启动建设
生态省之后!海南的生态省建设!内
涵一直在不停地丰富! 目前一个最
炙手可热的议题是---在生态省建
设的成果上!积极发展生态旅游$

今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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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
旅游年启动仪式*在三亚启动$ 国家
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说% 海南得天独
厚的自然生态环境! 是本次生态旅
游年启动仪式选择海南的原因$

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
#""(

年
!

月号上!特别策划)向往热带*

中的.南方海岛!这里没有冬天/图
文并茂地展示了旎丽曼妙的海南生
态%生态环境指数全国排名第一!全
岛森林覆盖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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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的
负离子含量极高! 浓度达到

'

万-

!"

万个每立方厘米! 比国内中等城
市高出十几倍!是天然的)大氧吧*$

!"

年生态省建设!造就了绿色生
态的海南! 使得海南成为国内外游
客越冬过年的好去处$ 如何进一步
巩固

!"

年生态省建设的成就!海南
业界此刻已经开始发声! 希望海南
继续扮演先行者的角色! 为全国科
学发展铺塑)生态示范之道*$

海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基金
会会长卫飒英日前在.海南日报/撰
文指出% 全省应在优先于灰色的基
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学校 '医
院'图书馆(的建立之前!建立起绿
色基础设施系统&生态'环境系统(!

同时建议在海南启动建立 )绿色基
础设施*的研究与实施纲要!同时为
全国范围内建立)绿色基础设施*示
范并确立指标体系$ )这会成为海南
继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城乡社保成
功示范的0小省办大事1的政治传承
的又一重大贡献$ *

正逢生态省
!"

年建设节点的
海南! 期许再次扮演示范先行者的
角色$

!生态省 ! !年"

以省为单位! 举全省之力

建设"生态省#!

!"

年之前的海

南!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

不仅仅是时间的领先!

!"

年生态省建设! 海南带给中国

乃至世界的! 弥足珍贵的是一

份"绿色示范经验%&&&铸就经

济'社会与环境的(三赢#发展

模式! 文明生态村经验在全国

推广!倡议的(生态文化#成为

社会热词!等等!受到了业内人

士的极高评价! 为全国生态省

建设贡献了伟大和生动的启

迪$

%"

年生态省建设#造就了绿水青山的生态海南$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绿色环绕的海南乡村# 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