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划定近岸海域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区总面积为 平方公里，占海
南岛近岸海域总面积

筑牢生态防线

“十二五”期间，全省共立案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1166宗

共处罚款 万元5536.26
责令企业停止生产 家569
停止项目建设 家121
限期建设配套设施 家19
限期治理 家118
拆除私设排污设施 家27
限期整改 家246

打击环境污染违法行为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Ⅱ类红线区面积2576.92平方公里，

占近岸海域总面积10.87%

2015 年我省启动“多规
合一”试点工作，最大限度守
住生态红线，确保环境质量
和生态安全。

Ⅰ类红线区面积5544平方公里，

占陆域面积16.1%

Ⅰ类红线区面积343.34平方公里，

占近岸海域总面积1.45%

12.3%

Ⅱ类红线区面积5991平方公里，

占陆域面积17.4%

2920
12.3%

全省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

为 11535 平 方 公 里 ，占 陆 域 面 积

33.5%

全省共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区49个

目前我省记录到的野生及栽培的维

管植物共有5860种

其中国家Ⅰ级、Ⅱ级重点保护植物

30种，海南特有植物476种

陆栖脊椎动物有603种

其中两栖动物已知43种，陆生爬

行动物已知 115种，鸟类364种，

哺乳动物81种

制图/王凤龙

建设各类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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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并非一时一地，一山
一水。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委会官
良村，一间间房屋错落有致，村道整洁干
净，村民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污水还会
进行专门的处理和循环利用。去年，凭
着良好的环境和村民的生态理念，官良
村被评上了省级小康环保示范村。

截至2015年底，我省各市县完成
生态市（县）建设规划编制，新增53个
省级小康环保示范村和5个省级生态
文明乡镇。这些改变，推进了农村环境
改善和乡村生态旅游发展。

近年来我省健全完善生态补偿机
制，将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2%；新增
万宁、三沙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范围；完成我省中部山区热带雨
林生态功能保护区水源保护项目建设；
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全省检查企
业5439家，集中查处一批破坏生态和污
染环境的突出问题；贯彻执行新《环境保
护法》，对数家企业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制定实施我省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指导

意见等，以面上突破，来带动全省建设生
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工作的点上开花。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
工程，我省在纵深维度践行“保护中发
展”理念，谋篇绿色发展战略。

去年上半年，我省对十余个高耗
能、高污染、高排放和产能过剩项目不
予审批或暂缓审批，主动控制污染排
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我省将进一步提高产业环境门槛，制
订符合海南特点的行业环境准入标准，
从决策源头控制落后产能和防止环境污
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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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环保部门主动服务经济发展
大局，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研究
推进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环境标准体
系建设，重点在污染行业和海南特色产
业领域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的制订方
面取得突破。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持续发力 广度深度双突破

开展六大专项环境整治行动，划定坚守生态保护红线

擦亮生态底色 实现绿色崛起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姜鑫 罗祥武

在去年环境空气质
量的公布结果中，海南
的优良天数达到97.9%，
海口市在全国74个考核
的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继
续保持第一名。“海南的
空气真的能醉人。”有人
笑言，这么好的空气甚
至可以装罐出售。

但一流的空气质量
靠的不仅仅是天赐，一
直以来，我省坚持“生态
立省，环境优先”的理
念，悉心呵护优良的生
态环境，让山水林湖田
整个“生命共同体”互动
无间、健康循环。面对
特殊的省情，海南不要
黑色GDP，而是要绿色经
济，要走一条低碳、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擦亮生态名片，海
南正在绿色崛起。

“轰，轰，轰………”去年 11 月下
旬，在儋州市白马井镇寨基村，海岸带
违法建筑“福海山庄”的老板张志雄自
己主动请人，把自家经营的占地约3.4
亩的山庄全部拆除。

“我们以前不知道海岸带保护范围，
现在省里的行动是保护大海和环境，这
是在做好事啊。”张志雄说，他要主动融
入全省海岸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检查整

改行动，不再违法侵占海岸带经营。
张志雄的选择是我省开展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取得成效的真实写照。去年以
来，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密集开展
了违建、城乡环境、海岸带、城镇内河湖
水污染、林区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大气

污染六大专项环境整治行动，频频出招，
守护我省的生态资源和环境。

去年，我省率先在全国开展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将资源利用上限、环
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海南
省总体规划》的底线和刚性约束，要求

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布局必
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最大限度
守住资源环境生态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不仅落在规划地图
上，更要真正落到具体的地块区域内，
做到‘划得定、守得住’。”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厅长邓小刚说。划定生态底线，强
化生态环境指标约束，做到保护生态环
境“一把尺”，并落实到实践中。

生态为本 全省频出大动作

“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理念就像
是一个航标，指引海南加强环境管理基
础，发挥生态优势。去年，我省生态保
护与建设沿着航标指向迈出新步伐，实
现新跨越。

2015年2月，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正
式挂牌成立，和其他省份环保厅不同，
我省突出了“生态”二字。

2015年4月，国家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由此，我省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认识、新思想、
新理论的革新和观念升华。

2015年10月，我省专题学习中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文件，标志着我
省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

近年来，我省在生态领域工作的不
断推进，将我省生态保护纳入了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2015年的
工作重点是继续突出生态保护，做好大
气污染防治，不折不扣地完成‘十二五’

节能减排规划尚余的省重点项目建
设。”邓小刚在环保厅挂牌成立仪式上
说，其中最核心的节能减排项目要数电
厂、水泥厂、化工厂、玻璃厂等工业领域
的脱硫脱硝除尘改造等。

明晰任务多且重，因此去年初始，
全省减排治污工作随即进入加速度状
态，明确指标、列时间表、跟踪督办，一
项项举措在有序中推进。

截至2015年年底，我省提前4个月
完成海口电厂和金海浆纸厂和燃煤机组
以及昌江华盛、华润等5条水泥熟料生
产线的脱硫脱硝技术改造；电力、水泥、
玻璃等行业限期治理计划全部提前完
成；完成12家国控和省控重点企业清洁
生产审核评估验收，促进重点企业节能、
降耗、减污、增效……

这些努力换来了佳音：据统计，去年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7.9%，海
口市在全国74个考核的重点城市空气质
量继续保持第一名。

迈新步伐 减排治污加速度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姜鑫 罗祥武

“面对大气污染，任何一个地区都
不可能独善其身，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
强、成因复杂等特征，凸显了跨省区空气
监测及联防联控对保护海南环境空气质
量的必要性。”在2015年香港第十届国
际环保博览会上，海南代表团成员、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毛东利坦言海
南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压力。

在会上，海南代表团与18个国家及
地区、320家参展商等代表参与“亚洲环
保会议”、“泛珠三角地区的最新环保商
机——空气及水污染”、“清洁生产”、“绿

色采购及消费”等论坛，共同交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做法和经验，为推进我省
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省建设积累“法宝”。

在生态环境方面，海南是一个优等
生，但她亦能够正视自身不足，积极吸
收先进理念、持续实践。

海南省实施“生态立省”发展战略以
来，在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改善生态环境、
推进生态人居、培育生态文化，在社会经
济、自然生态保护、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
文明示范创建等方面成效明显，实现了
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赢”。这些
成绩的取得源于海南坚持环境优先、生
态立省，多年来坚持严把项目审批关、节
能减排、防治污染等方面的得力举措。

然而，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依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挑
战。知之不足，而后能补之，一直以来海
南不断拓宽吸收新理念的渠道，谋求生
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化。

在去年的年会上，一场题为“雾霾与
健康”的分论坛上，学术界、环保界、健
康、气象研究等方面的人士汇聚一堂，探
索如何解决雾霾这个世界性难题。思想
电光火石般碰撞以后总能产生启发。今
年，我省出台《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到2018年底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要持续保持优良，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98%，并针对我省大气污染特
点，制定了粉尘、扬尘、主要大气污染物

重点区域和行业的综合整治措施，加大
对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力
度，整治我省大气污染的突出问题。

今年3月中旬，我省邀请了环境保
护部、高等院校、国际机构、石化行业环
评机构、企业集团等百余名环保专家齐
聚海口召开专题研讨会，为我省石化化
工行业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建立出
谋划策，以促进环评改革和排污许可证
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有机衔接和深度融
合，发挥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核心作
用，加快推进环境管理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一劳永逸，海
南以久久为功不懈怠之力守护青山
绿水。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发展生态产业 改善生态环境 推进生态人居 培育生态文化

海南守护青山绿水不懈怠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孙秀英）近日，环保部华
南督查中心调研组到海南省生态环境
保护厅进行工作调研，就2016年海南
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进行交流对接。
对接会上，双方一致认为要准确把握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以问题为导
向，持续改善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坚定
走生态文明示范之路。

2015年，我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全国一流水平。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97.9%，全省94.2%的监测河
段、83.3%的监测湖库水质符合或优于
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海南岛近岸海
域水质总体为优，绝大部分近岸海域处
于清洁状态，一、二类海水占92.8%。

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调研组充分
肯定海南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认为海南大力推进“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工作，充分发挥了生态红线的管控
和引领作用；完成了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任务；扎实推进了水、大气、重金
属污染防治；加强环境执法和风险防
控力度。但依然面临挑战，尤其海岸
带开发过多、空气质量存下降隐患、城
市内河污染较重、环境基础设施欠账
较多、执法监察和环境监测能力有待
加强等问题。

对于今年的环保督查工作，调研组
一行提出要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引领，推
进依法督政；以促进新《环保法》、新《大
气污染防治法》落实为重点，加强常规
督查；以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创新环
保督查机制；立足海南实际，开展海南
特色自主督查；提升督查效能等。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对海南
的指导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目前
各市县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正在逐步建
立完善，总体上环境保护的基础能力、
水平、队伍建设与先进地区相比存在
一定差距。海南将以问题为导向，按
照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
要求，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力争全省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
海南工作对接会强调：

以问题为导向
改善环境质量

屯昌木色湖休闲旅游度假风景区，宽阔的湖面碧波荡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在海口市红城湖边上，一个可移动污水处理厂正在将周边居民排出的生活污
水进行净化处理。图为污水经净化后排入红城湖。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田圮村村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15年7月29日，省第六海岸
带保护开发专项检查组在昌江展开检
查工作。图为工作人员在向大海排放
污水的管道口提取水样。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