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卫生大整治，城乡一起靓起来

海南，一个适宜人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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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翠竹白云，凉亭

老屋古道，如今踏入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

镇大保村委会加林村，就

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

源，全村干净整洁、古朴

寂静，晨雾升起之时，全

村犹如一个仙境。

但在2011年前，加

林村也曾饱受垃圾围村

之苦，村路上常常连下

脚的地方都没有，垃圾

实在太多了就用火烧。

“是农村环境整治让村

里大变样，我们才感觉

到，自己的村子住得是

多么舒服。”加林村村小

组组长龙朝贵感叹道。

加林村的变化是

“十二五”期间我省大力

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改善人居环境，造福

群众的一个缩影。

5年来，海南以创建

一流城乡人居环境为目

标，切实加强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管

理，并针对突出问题，集

中开展了农村“清洁家

园”行动、城市“洁净工

程”和整治违法建筑三

年攻坚行动，全力抓好

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作，目前一个覆盖全

省城乡的垃圾收运体系

正逐渐形成，海南城乡

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同时城市

的管理日趋规范科学，

违法建筑蔓延的势头也

得到了有效遏制。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谢曦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谢曦）记者近日从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十二五”期间我
省建筑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实现稳步增
长，建筑业总产值较“十一五”增长了
130%；建筑业增加值较“十一五”增
长了168%。

“十二五”期间，全省建筑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年均达10%，持续保
持上升势头；建筑安装行业地税收入
占全省地税比重年均达15%，建筑业
持续成为我省税收骨干产业。

同时，建筑产业组织结构趋于合
理。全省成立建筑业企业总承包一级
资质的达到26家，海南省建设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申报房屋建筑工程特
级资质，成为我省首家建筑工程特级
企业。我省还扶持成立90家建筑劳
务公司，实现从零到有的突破，为建筑
工人向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十二五”期间，我省建筑市场管
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编制完成我省
第一个建筑业发展规划《海南省建筑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实行建筑市场“黑名单”和不良行为登
记制度；运用全省信息化监管平台，实
现建筑工程项目全过程信息化监管。

我省还严厉查处和打击层层转包
挂靠违法分包等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建筑市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并定
期开展保障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专项检查，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有
关单位进行严厉处罚，切实保障农民
工合法权益。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全省建设
工程没有发生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安全生产总体形势处于可控状
态。省住建厅2010年-2014年连续
5年被省政府考核为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建筑业百亿元增加值死亡率逐年
下降。

“十二五”期间，我省建筑科技节
能和绿色建筑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全省超额完成新建绿色建筑606万
平方米；新建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
阶段全面推进了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的实施工作；推动政府办公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开
展了全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规模
化应用工作，三亚、儋州、文昌、陵水
等4个市县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示范市县。

我省建筑业
5年稳步增长

和谐农村，幸福生活。在海南不少乡村处处可见村民洋溢的笑容。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海口琼山区墩插村优美整洁的环境吸引着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M 2016年1月27日 星期三

T03

建设“清洁家园”
农村环境更宜居

海南是全国生态最好，环境最优的
省份之一，海南生态文明村建设在国内
独树一帜，广大乡村的美好环境是海南
的金字招牌。农村垃圾问题解决不好
将严重影响海南形象，恶化农村人居环
境。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在接受媒体
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解决农村垃圾问
题是建设美丽海南的重头戏。”

“十二五”期间，为了唱好这个重头
戏，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我省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为目标，大力开展农村

“清洁家园”行动，建立城市、乡镇、村庄
三级保洁体系机制，垃圾清扫保洁工作
从城市、乡镇向农村覆盖。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我省共投入
5.32亿元，建成垃圾转运站114座，处理
能力7268吨/日，为在全省推进“户分
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市县处理”的农村
垃圾收运处理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我省还投入17.7亿元，建成并
运营21座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其中包
括4座焚烧发电厂、16座生活垃圾填埋
场、1座餐厨垃圾处理场，使得我省城乡
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丁式江
说，除了加大投入完善硬件设施，“十二
五”期间我省还开展了建制村的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项目进行以奖代补试点，试
点工作开展4年来，已覆盖67个乡镇、
898个建制村，受试点乡镇的辐射和带
动，全省70%乡镇已启动农村垃圾收运
处理工作，配备垃圾清扫收运保洁人员
和环卫设施，农村存量垃圾得到处理，实
现了农村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

据了解，截至“十二五”期末，我省
已建设村庄垃圾收集点约8000个，全
省仅镇村两级就安排保洁人员 6916

人，村级兼职保洁员15071人，农村垃
圾清扫保洁工作也逐步纳入公共财政
保障范围，城市、乡镇、村庄三级清扫保
洁体系已建立。

同时，我省还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与乡村旅游、绿化宝岛和美丽乡村建设
相结合，通过农村危房改造、污水治理、
规划编制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民
生项目建设，实行精准扶贫，给农民带
来实惠，为农村带来新面貌。

省住建厅村镇处负责人介绍说，到
“十二五”期末，全省已完成163个镇
（乡）总体规划和165个乡镇控规，完成
2420个行政村和15926个自然村规划
编制工作，基本填补了我省“农村无规
划”的空白，为引导我省开展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省住建厅还无偿提供不同特色的
50个建筑方案供村民建房选用，并连
片打造建设一批特色精美村镇，将重点
片区的美丽镇村串联成特色景区或景
观大道，目前全省已建成具有乡村旅游
休闲观光度假功能的村庄60多个，做
到既有“新房”又有“新村”。

同时，“十二五”期间，我省还加强对
传统村落保护，延续和塑造具有海南乡
土特色的乡村风貌，目前相关信息平台
已录入传统村落199个。我省已有海口
市新坡镇文山村、三亚市崖城镇保平村
等19个村庄列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
录，并争取到国家保护资金3000万元。

实施“洁净工程”
城市管理更规范

“十二五”期间也是我省城镇化快
速发展时期，为了给全省人民和中外游
客创建干净整洁、文明卫生的一流人居
环境，省政府专门出台了《海南省深入
开展城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2013-2015年）》《海南省清洁城
镇环境卫生行动方案》，大力实施城市

“清洁工程”，成绩斐然。
在省会海口，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和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吹响了一场城
市人居环境改造攻坚战的号角。通过重
拳整治各种不文明陋习，加强城市的创
新管理，海口市摊点乱摆、车辆乱放、广
告乱贴、垃圾乱扔、污水乱排、工地乱象
得到了根本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十二五”期间，三亚被列为全国
“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海绵城市和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综合试点城市”，在打违
控违、山体恢复、三亚河治理、道路景观
提升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城市的
面貌日新月异，也为全国城市转型升级
探路，打造一个可借鉴的范本。

在省住建厅的大力支持下，“十二
五”期间，万宁成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按照“政府视野、企业视角、百姓
感受”三点原则要求，探索智慧城市治
理新模式；琼海则大力打造“田园城
市”，提出“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
地城镇化”的理念，并继三亚成为我省
第二个“国家卫生城市”。

据了解，截至2015年底，我省已有
海口、三亚和保亭3个国家园林城市
（县城），儋州、五指山和昌江3个省级
园林城市（县城）；全省新建城市公园22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08平方米，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38.46%，建成区绿地
率33.96%。

5年来，我省城市的硬件设施也得
到了极大改善，到“十二五”末，全省城
镇燃气普及率为95.09%，完成规划指
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面完成了路
灯节能改造任务，率先在国内提出建
设绿色照明示范省，大力推广“风光互
补”新能源路灯，城市路灯亮灯率达到
95%以上。

截至 2014 年底，全省城市道路
6066.51万平方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18.4平方米，已超过“十二五”规划指标
18平方米；同时，全省市政公用行业“十

二五”期间没有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和
使用事故，保障了全省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开展三年攻坚行动
违法建筑无处逃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
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后，我省城乡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各类
违法建筑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危
害了我省的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对
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整治违法建
筑工作，不断掀起整治违法建筑高潮。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全省共拆
除违法建筑约1500万平方米，主城区
违法建筑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
违法建筑基本实现总量”零“增长，存量
违法建筑大幅度减少。

去年我省还借助“多规合一”改革
契机，针对违法建筑存量大的问题，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全省整治违法建筑三
年攻坚行动，将打违工作推向纵深，成
效显著；还专门针对各类非法建筑侵占
海岸线的问题，开展了1823公里海岸
线专项检查行动，严查海岸带违建，呵
护海南“最美资产”。

为建立打违、防违和控违的长效机
制，省住建厅构建了举报、监督、查处

“三张网”，开通了官方门户网站，其中
举报“一张网”开通了电话、网络、微信
等6种举报方式，有效遏制了新增违法
建筑的增长。

“十二五”期间，立足于创建一流人
居环境，省住建厅还着力推动了《海南
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海南省查
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等条例规范的制
定，并大力开展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全
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一步落
实简政放权，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法治
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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