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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 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表率

我省不断完善环境政策法规体系，为优良生态构筑坚实屏障

以法治护航海南生态省建设

A|

7月21日，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海南
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决定，对我省环境保
护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这是《条例》时隔5年后的再次
修改。

修正后的《条例》，实现了与
海南“多规合一”改革实践相衔
接，进一步完善了环境管理基本
制度，围绕海南环境整治实践经
验，对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提
出管控要求，并加大了违法处罚
力度。

这部地方性法规的修订，只
是海南以立法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中的一部分。

梳理“十二五”时期有关生
态立法的目录，可以发现，全省
在5年时间里累计出台《海南省
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逾70项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全省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全方位“保驾护
航”。

“一系列生态领域法律法规
的出台和制度措施的不断健全，
将海南生态保护纳入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的轨道。”省生态环
境保护厅法规处有关负责人向
玲说。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海南省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
优质环境的期盼越来越高，不少
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法规已经不
能适应时代发展，为此海南不断
推进相关法规修订。

如去年，我省在全国率先颁
布实施了《海南省生态保护红
线管理规定》，并配套出台了
《海南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
开发建设管理目录》，进一步完
善我省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制化
管理。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
责人认为，这些法规、规章的制定
和修订，将为巩固和扩大海南生
态省建设成果，保护海南生态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不断完善 |
紧跟现实和发展
修订法规

推进环保立法 适应环保新要求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就《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修订及环境立法、监督工作答记者问

今年6月28日，陵水黎族自治
县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滥伐林木
案件。法院不仅判处被告人林某
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还责令
林某修复被其犯罪行为破坏的生
态环境。

原来，林某为种植辣椒，在未经
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
在陵水黎安镇岭仔村西瓜坡林地砍
伐林木。案发后，林某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并与陵水林业局达成《生
态环境修复赔偿协议》，约定在原地
补种2000株木麻黄树苗。后经林
业部门现场检查验收，林某补种复
绿林地面积不足，树苗成活率为
75%，未达到验收合格标准。所以，
此次法院作出判决，责令林某继续
补种树苗。

这不是我省法院第一次将恢复
性司法理念引入裁判。当前，许多
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犯罪分子得
到法律制裁，但受损的生态环境得
不到修复。

司法层面如何建立有效体制
机制解决这一难题？按照省委部
署，自2016年 7月以来，海南法院
开展了环境资源审判改革试点工
作，其中一项创新举措就是实行

“替代性修复”和“异地补植”的生
态修复方式。

恢复性司法理念同样被引入我
省检察工作。近年来，我省检察机
关立足检察职能，积极探索建立生
态环境恢复性司法保护机制，在办
理盗伐、滥伐等破坏森林资源犯罪
案件的同时，重在“补植复绿”，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督促涉案单位、犯罪
嫌疑人或其亲属补植林木，恢复生
态，并以此为据，提出从轻、减轻处
理的意见。

“开展‘补植复绿’，不仅让当事
人以实际行动弥补损失，悔过自新，
也能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
降至最低程度。”省检察院有关负责
人表示，截至目前，已累计督促涉案
单位和个人补植复绿面积3200多
亩、补种林木30万余株。

司法实践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
时，使受损的生态得到最大程度的
修复。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
家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确
保受损环境得到修复、环境风险得
到控制，下一步，在我省环境资源审
判改革中，将进一步拓展多元化担
责方式，推行环境资源保护诉前禁
止令制度，或引入“以劳代偿”方式，
在出现无力支付损害赔偿金时，判
令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承担若干小
时的环境公益劳动作为弥补。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我省开启生态扶贫通道

1353名贫困户当上生态护林员

如果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棵“大树”，那不断完善的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则是这棵树的“树根”。
近年来，我省环境政策法规工作强法治、重改革，不断强化生态环境资源立法和司法保护，构筑起一道道

法治屏障，切实为青山绿水保驾护航，为生态文明“大树”茁壮生长稳固根本。
核心提示

“我们诚恳地接受。”今年5月，
在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的约谈席上，
被约谈人、万宁市政府的有关负责
人现场作出表态，对该市污水处理
厂存在的进水量和化学需氧量、氨
氮浓度严重偏低，以及中控系统长
期损坏无法存储历史数据以供查阅
等问题，一一作出整改解决回应和
承诺。

一年前的5月，《海南省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
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印
发实施。按照《细则》，当地党政领
导干部出现失责行为、符合追责情
形的必将追责，并且是不论调离、提
拔、退休与否，都将终身追责。

“从‘督企’到‘督政’，它给地方
政府主要负责人带来的危机意识，
将有效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推
进。”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岳平
介绍，《细则》突出抓住党政领导干
部“关键少数”人群，聚焦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的权力责任，强化党政同
责。督企更督政，我省给地方和部
门套上环保“紧箍圈”，抓住污染治
理的“牛鼻子”。

将生态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生
命线的海南，尤为注重通过立法来
引导和解决问题。

海边渔民经济发展与珊瑚礁
保护直接冲突，曾经长期未能得到
妥善解决；优良的海岸带上建设项
目总想“见缝插针”，违法侵占海岸
带……这些行为对环境、生态造成
现实压力，海南生态立法须直面现
实问题。

为保护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
我省出台了《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
保护规定》，对砗磲及其制品，从海
上采挖捕捞到市场交易直至物流运
输，作了全面禁止的规定，并明确加
大处罚力度。

为强化对海岸带的保护，我省
修订《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
开发管理规定》，将海岸带范围内的
部分陆地和部分海域依法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并提出严格管控要求。

“为解决与新《环保法》等上位
法内容不一致、要求有差距等问题，
海南迫切需要更强有力的地方立法
予以支撑。”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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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司法 |
打击犯罪与修复生态并重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周晓梦 通讯员 孙秀英

■ 本报记者 李磊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7月21日对《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
的《条例》，为进一步巩固海南的生态环
境优势，呵护青山绿水宝贵资源提供了
法制保障。8月11日，记者就该法规的
出台背景及意义，以及近年来省人大常
委会在环境立法、监督方面所做的工作
采访了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问：此次修订《条例》的相关背景是
什么？

答：2012年7月修订的《条例》，对
于保护、改善我省生活环境和生态环
境，建设生态省，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
公害，促进本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2014年至今，
随着《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先
后修订出台，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
治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
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了进一步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
适应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新形势，解决《条例》与国家法内容不一
致、要求有差距的问题，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7月 21日对
《条例》进行了修订。

问：《条例》的修订，对于加大我省
生态环境保护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海
南发展要立足“三大优势”，实现“三大

愿景”，其中第一大优势，就是海南的生
态环境优势。应该说，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
钱，而《条例》要规范与保护的，正是海
南未来发展的根本所在。

此次《条例》的修订，实现了与海南
“多规合一”改革实践相衔接，进一步完
善了环境管理基本制度，总结海南环境
整治实践经验，对水、大气、土壤污染防
治提出管控要求，并加大了违法处罚力
度，为进一步巩固海南的生态环境优
势，呵护青山绿水宝贵资源提供了法制
保障。

问：除了《条例》，近年来，我省还出
台和修订了哪些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

答：随着我省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人民群众对优质环境的期盼越来越高，
有些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已经
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为此，省人大常委
会不断推进相关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的制定和修订。

仅就去年而言，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总结“多
规合一”改革试点成果，遵循“严守生态底
线”的基本原则，明确具体生态保护红线
区域，强化管控措施和政府的监管职责，
构筑起海南绿色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

还有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
的《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对
砗磲及其制品从海上采挖捕捞到市场
交易直至物流运输环节，进行了全面禁
止，并明确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处
罚力度，极大地推动了我省海域珊瑚礁
生态系统保护工作。

除此之外，省人大常委会去年还修

正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
管理规定》，制定出台了《海南省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规定》。前者将海岸带范
围内的部分陆地和部分海域依法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并提出严格管控要求，设
立巡查制度，强化了对海岸带的保护。
后者通过加强源头防控，规范排放检
测，强化防治违法责任，为保护海南优
良空气质量提供法制保障。

问：除了制定和修订系列地方性环
保法规，省人大常委会在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还通过执
法检查、专题调研、专题询问等方式，开
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监督责任，促进各级政府建立
生态保护长效机制。特别是省人大常委
会连续多年开展的“海南环保世纪行活
动”，将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
监督有效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今年7月初开展的全省城镇内河
（湖）水污染治理专题调研暨2017年海
南环保世纪行活动中，组织省内9家新
闻单位记者随同调研组一道，分别赴海
口、三亚、琼海、文昌、临高5个市县开展
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以提高全社会自
觉保护城镇内河（湖）生态环境意识，积
极参与城镇内河（湖）水生态环境保护。

7月21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分
组会议审议的省政府关于全省城镇内
河（湖）水污染治理三年专项行动实施
情况的报告，对省政府及省水务厅、省
林业厅、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等9个部
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专题询问。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本报海口 8月 11 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罗轶奇 实习生林丹丹）记者
今天从省林业厅获悉，为解决贫困户就
业，同时提高公益林管护水平，我省各
市县从所在地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户
中选聘生态护林员。目前全省已经有
1353名贫困户当上了生态护林员，每
人每年管护工资约1万元。

从2016年起，我省以生态保护为
主线，采取生态建设与精准帮扶相结合
办法，按照就近招聘、属地管理的原则，

各市县林业部门从所在地建档立卡的
农村贫困户中聘用身体健康、责任心
强、热爱林业的人员为护林员，并优先
录用家庭成员零外出务工或零就业的
贫困户。

省林业厅生态中心主任李大江介
绍，根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扶贫要求，要
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使
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困人口转为
生态护林员，通过支付生态护林员管护
费来实施生态扶贫、精准扶贫，彻底打

赢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生态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

定期巡护管护责任区山林，协助当地政
府或林业部门开展造林、森林资源调
查、林业法规政策宣传等活动，还要负
责管护责任区或周边野外用火检测，制
止各类违规用火。

目前，全省共吸收了1353名贫困
户就业护林，他们将协助各保护区的护
林员管护森林资源，为海南的绿水青山
增添一道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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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为青山绿水树立法治屏障。图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岭水库。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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