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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海口经
济总量再上台阶。但
数字成绩背后，最值得
骄傲的是“不以环境破
坏为代价”的发展成
就。

当国内大部分地
区正在努力从“发展中
保护”转变为“保护中
发展”时，海口这五年，
已经在践行“保护中发
展”。

坚持生态立市，坚
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之路，悉心呵
护优良的生态环境，

“十二五”期间，海口环
境质量持续稳定保持
优良水平，优良的生态
环境成为了海口最大
发展优势。

“十二五”期间海口环境保持质量优良，经济总量再上台阶

保护发展两相宜

■ 本报记者 刘贡

海口滨江路花团锦簇的慢行道。 本报记者 张茂 摄绿意盎然的海口万绿园。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一流空气质量
打响海口生态品牌

“海口空气质量好”为何成了海南
的生态标志？

得益于自2013年，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每月发布榜单，海口作为海南唯一参与
排名的城市，连年名列榜首。

频繁“上镜”加深了国人对海口的
印象——这里是全国人民休闲度假的
心仪之地，名副其实的“避霾胜地”。但
一流空气质量却不仅仅靠天。

这里有一组数据。2010 年至
2014年海口全市煤使用量依次为3.2
万吨、2.7万吨、2.5万吨、2.3万吨、1.8万
吨，逐年降低。据了解，一家总装机容
量近100万千瓦的小容量发电厂一天
的耗煤量为8736吨原煤，海口全市一
年的燃煤量仅为一家小容量发电厂3
天的耗煤量。

那么靠什么替换煤呢？答案是大
力实施清洁能源政策。海口要求新上
项目使用清洁能源，禁止使用燃煤，积
极发展和利用太阳能、天然气、沼气等
清洁能源。目前，海口清洁能源使用率
在99%以上。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海口每年均
顺利完成年度减排计划。

交通上，海口在全省率先开展机动
车环保标志管理与区域限行。为加强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2012年10月海
口启动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发放，
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18个标志发放
点，全面推行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管理，开展高排放机动车区域限行。到
2015年12月，海口已在建成区所有路
段全天实施区域限行，淘汰了2005年
以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

财政向环保倾斜
执法亮出利剑

环保投入是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
物质基础。“十二五”期间，海口持续加
大环保投入，大力实施环保民生重点工
程，提高城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
率，完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在财
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坚持把财力向环
保等民生领域倾斜，保持较高的环境保
护投资占比。

围绕生态市建设目标，根据环保规
划，海口逐步实施了“蓝天”“碧水”和“安
静”等一系列环保工程，建立多元化的
投资机制和运行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补
偿机制。资金重点持续向环保工程倾
斜，又运用经济杠杆增加污染企业的排
污成本，下大力气解决原有环境问题，
预防和控制新的污染发生和生态破坏。

近年来，海口先后建成7座城市污
水处理厂总设计处理能力58.25万吨/
日、1座生活垃圾填埋场、1座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1座医疗废物处置厂和1
座库容400立方米的放射性废物库，完
成海口市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一期）工
程，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
系；建设了龙塘、演丰、云龙等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大致坡等人工湿地污水处
理系统，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开
展农村改厕工作，防止农村环境二次污
染，不断提高农村环境卫生水平。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才能从根源保
障生态环境，而环保利剑出鞘不落空的
背后，是逐步完善的环保管理机制。海
口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了
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决策和引
导机制，充分运用环保执法、司法联动
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

2011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成
立环保法庭；2012年琼山区法院成立
了环保法庭，将涉及到环境诉讼的函件
全部集中审理。环保法庭是行政手段
和司法手段的结合，提高了违法风险和
成本，为2015年“史上最严”环保法的
实施建立了强大的后盾。

据悉，实施新环保法以来，海口环
保部门充分运用新环保法赋予的执法
手段，对违法违规排放的企业，亮出“钢

牙”，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
究。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海口对7家
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实施“按日计罚”；对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
29家企业，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措施；对违反“三同时”制度、废气超
标排放及未批先建等89家环境违法企
业曝光，并责令尽快整改；对4宗环境
违法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谋篇绿色战略
坚持生态底线

“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之一。海口市环境保护局主要负责人
介绍，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
之一，这与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精神高度契合。

新的谋篇布局，离不开坚持绿色发
展，因此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海口意识到，青山绿水、碧海蓝
天是海口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是为子
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以治污减排
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推进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实施生态保
护与建设、工业污染整治提升、农业污
染防治、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环境管理
能力建设五大工程，全面打响治水、治
气、治土三大战役。”海口市环境保护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规划要先行。海口早早着手组织
编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认真谋划
未来五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用改革
破解发展结构难题，用创新释放发展环
境潜力，进一步提升环境承载力，更好
地延续“生态红利”，为海口经济发展提
供绿色导航。

绿色化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
然选择。“十三五”期间，海口将加强规
划环评，从决策源头防止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规划环评在决策链的前端就
实现早期介入，能使规划更绿色、更环

保、更能从源头预防。通过规划环评优
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升级，以区域限批、
负面清单为手段，严格重点行业的环境
准入，倒逼高污染企业、环保违规企业
的淘汰退出，促进企业生产工艺升级、
加快产品更新，推进污染第三方治理和
环保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将高
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项目拒之门外，
鼓励发展低污染、无污染和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就能从源头促进经济结构的绿
色调整。

同时，环保部门将主动服务经济发
展大局，积极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重
点推进节能技术改造、污染治理工程、
园区循环化改造、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绿色建筑、新能源示范项目、环境技
术服务等，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
点，并为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大力
推进环保产业。鼓励环保工程治理、支
持节能产业发展，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环境质量底线在哪儿？东寨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
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为禁建区，
并明确了其他限建区和适建区。将龙
塘、永庄等饮用水源地的红线、南渡江等
河道的蓝线、万绿园等公园的绿线予以
保护，这是城市生态的安全底线。调整优
化海口空间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
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
岸线格局，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

通过实施网格管理，将海口划分
市、区、镇三级环境监管网格，构建“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环境监管网络，做
到环境监管不留死角，不存盲区，让环
境违法行为无处遁形；通过打造智慧环
保，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实行网上办公，
推行移动执法；实施“互联网+环保”，
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现代化信息平
台发布各类环境信息，满足公众环境知
情权；通过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向
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转变。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海口“十三五”
绿色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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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一项规划

通过规划，明确海口市资源利用
上限，设定环境质量底线，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将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
脆弱区等区域划为禁建区，明确海口
市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将龙塘、
永庄等饮用水源地的红线、南渡江等
河道的蓝线、万绿园等公园的绿线予
以保护，确保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实施两项措施

加强规划环评。通过规划环评优
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升级，以负面清单
为手段，严格环境准入，倒逼环保违规
企业的淘汰退出，从决策源头防止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加强环境监督。用最强的执行，
落实最严的法律，使之成为保护海口
市优良生态环境的“钢牙利齿”，确保
绿色发展。

推行三项工作

通过实施网格管理，将海口市划
分市、区、镇三级环境监管网格，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环境监管网
络，做到环境监管不留死角，不存盲
区，让环境违法行为无处遁形。通过
打造智慧环保，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实
行网上办公，推行移动执法。实施“互
联网+环保”，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
现代化信息平台发布各类环境信息，
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通过强化宣传
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多形式、多
方位、多层次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
使生态环保理念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
动，形成人人践行生态文明的良好社
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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