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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 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表率

白沙扩大生态保护区面积，推动产
业结构调整，寻找新经济增长点

越走越踏实的
绿色崛起之路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踩了生态保护红线，再大再好的项目咱们
也批不了。”近日，送走前来办事的企业代表，白
沙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陈伟业感
叹，面对来办事的人，自己这“黑脸”已经唱了好
多回。

铺开一张白沙县域地图不难发现，硕大
的生态保护范围将白沙大部分县域面积圈了
进去。“红线是触碰不得的底线，任何项目规
划往这图上一套，踩了红线都没得商量。”陈
伟业说。

对于生态保护的态度，白沙一直很强硬：
即使GDP增长慢一点，也要在生态保护上严
一点。就在今年，白沙按照国家《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技术指南》和《海南省市县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技术指引》的要求，在省级生态保护红
线的基础上，陆续开展了县级生态保护红线
的划定，而拟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总面积
达到了1355.22平方公里，在省级生态保护区
占县域面积58.47%的比例基础上，占比提升
到了64.01%。

“增加的保护区范围，主要集中在乡镇、农
村的水源地、生态公益林以及水源涵养林等部
分，对于老百姓来说，生活环境必须要好。”陈伟
业说。

但对于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而
言，生态必须要保护，百姓的幸福指数也降不
得。对此，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表示，围绕我省
的十二个重点产业，白沙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寻
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实现
可持续发展。

在牙叉镇的东风村，养殖户陈君将果子狸
特色养殖做成了年产值超200万元的特色产
业，同时还带动周边的100户村民发展起了蜜
蜂养殖。“产业能做这么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农户的腰包鼓了起来，而生态环境也得到了保
护。”陈君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今年他
还将60户贫困户纳入了自己的合作社，寻求抱
团发展共同致富。

不仅仅是果子狸养殖，还有山鸡养殖、南药
益智种植等等，如今，生态环保、效益良好的林
下经济已经在白沙“遍地开花”。今年，白沙还
结合“多规合一”改革，先后规划了南药小镇、茶
香小镇等特色产业小镇的开发，计划建设的千
亩茶园、万亩南药基地，都是以生态保护为基础
发展起的绿色经济，以提升百姓幸福指数，让绿
水青山成为充实百姓腰包的“金山银山”。而在
2016年，白沙还完成造林2500亩、培育各类苗
木180万株、义务植树25万株，森林覆盖率稳
定在84%左右。

去年异军突起的白沙电商，成为了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淘花”盛开的背后，是白沙
在生态保护的红线下摸索出的发展新路。
仅仅去年一年，刚刚起步的白沙电商实现了
线上交易额超 4000 万元、订单量超 17.5 万
单、购买人数超4.1万人次，白沙把深山里的
农产品卖到了全国甚至海外，助力 1719 户
贫困户脱贫。

“生态保护红线碰不得，白沙另寻发展之
路，同时也让这条绿色崛起之路越走越踏实。”
张蔚兰说。

如今，白沙在统筹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加快
产业融合，推动海南中部热带生态特色农业基
地、海南中部绿色农林产品加工交易基地、海南
中部休闲养生旅游胜地和海南重要的生态保护
与建设示范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践区等“三
地两区”建设，在保护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为百
姓谋福祉。

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到现在越保护越
发展的绿色崛起，白沙生态保护区的范围越划
越大，经济发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本报牙叉8月15日电）

广告

华润中心（二期、三期）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华润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原玉沙村，属《海口金贸片区控制性

详规划》F18号地块范围，总用地面积147454.4平方米，原修规用地分
为S1、S2、S3三个地块，其中一期S3地块已批建正在施工。控规用地规
划性质为居住与公共设施混合用地，规划指标整体平衡，容积率≤5.0、建
筑密度≤35.91%、绿地率≥20%，商业、酒店、商务办公占总建筑面积
55%。一期S3地块已批建正在施工，本次申报的二期S2地块为1幢超
高层商务办公和5幢高层住宅楼，三期S1地块为5层商业、2幢高层住宅
和1幢高层公寓，项目性质及容积率等相关规划指标均符合控规。方案
存在问题主要为S3地块建筑后退北侧明玉路和南侧金贸东路红线不足
（北侧规划要求12米，设计方案实际退线8米；南侧规划要求后退15米，
设计方案实际退线7米）。该项目为省、市重点项目，2017年7月25日
我局组织召开华润中心（二期、三期）规划建筑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专
家原则同意该规划方案。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8月16
日至8月29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
政办公区15号楼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仉谦。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8月16日

“海南白马天鹅湾一期D地块”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白马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兴建的“海南白马天鹅湾一期D地

块”项目位于南渡江东岸、白驹大道南侧，2015年4月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460100201500030），批建3栋20-25/1层住宅楼，地

上建筑面积32682.08m2，地下10522.11m2。现建设单位申报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并对建筑单体方案局部微调。依据海南城建

业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出具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

案复核表》（琼A太阳能核字[2017]007-1号），可补偿建筑面积

208.8m2，本次申请应用太阳能补偿面积208.8m2。现按程序予以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8月16日至8月29）。2、公示

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海甸五西路德利路5号海口市规划局美兰分局，邮编

570208。（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6275955，联系人：吴淑锐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8月16日

为深入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推进学术创新，展示学术
前沿，推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的直
接指导下，我会（院）决定联合全省主要社科研究、教学单位，共同
举办“海南省第三届（2017）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年会将于2017
年8月下旬至10月举行。为办好本届年会，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论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年会主题及主要活动
年会主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美好新海南建设。
主要活动包括一场高端论坛和四场研讨会：海南国际旅游岛

智库联盟高端论坛暨开幕式，海南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研讨会，
培育“蓝色引擎”建设海洋强省研讨会，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培育
与经济转型升级研讨会，海南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建设研讨会（与闭幕式合开）。

二、征文要求
1.海南国际旅游岛智库联盟高端论坛的主题为“提升海南国

际旅游岛国际化水平与建设美好新海南”，已经提前征文，详见7
月20日《海南日报》Ｂ版。

2.四场研讨会的征文要求紧密围绕研讨会主题，联系海南实
际，紧扣学科前沿，展示最新成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创新性和
较高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学风端正，学术规范。

3.应征论文须未公开发表，不超过5000字为宜。格式为：标
题、作者姓名、内容提要（200字左右）、关键词、正文，注释及参考
文献均置于文末。

4.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9月25日止。论文请发至邮箱：
13876322419@163.com。邮件标题标示为“海南省社会科学学术
年会征文”。

5.正文后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联
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等。

三、其他事项
1.我会（院）将组织专家对应征论文进行评审，将入选论文提

交学术年会交流，其作者应邀参会（不收会务费）；并将优秀论文
推荐给《海南日报》、《南海学刊》等报刊发表。

2、学术年会各项活动具体时间、地点届时通知。联系人：岳老
师，电话：65365081；地址：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第二办公楼
406室，邮编：570203 。

恳请各界人士踊跃投稿，为海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
美好新海南建设贡献智慧。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2017年8月15日

海南省第三届（2017）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征文公告

本报三亚 8月 15 日电 （记者
林诗婷）记者昨天从三亚市住建、
园林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调研会上
获悉，三亚今年内启动5个城市公
园项目建设，结合去年开展的9个
公园项目，两年内鹿城共添14个公
园，通过体现景观性与功能性，融
入文化、体育元素，进一步助推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格局优化，丰富
市民休闲与游客观光的产品供给，
增进民生福祉，加速旅游产品升级
转型。

据悉，去年三亚“双修”取得阶段

性进展，通过叫停部分房地产项目、
拆迁腾出土地空间等多举措，兴建公
园、绿道等生态项目，陆续启动东岸
湿地公园、市民果园、红树林生态公
园等9个公园项目建设，初步形成

“一河九园”城市中心公园带，实现了
让绿于民、让景于民，有力改善三亚
居民的生活环境。

根据规划，今年三亚启动“双修”
升级版项目，将再添5个公园，包括
鹿回头滨河公园、抱坡溪湿地公园、
新岸湿地公园、月川滨河公园、荔枝
沟社区公园，进一步呵护城市环境。

其中，鹿回头滨河公园、抱坡溪湿地
公园已于日前启动，预计明年春节前
可开门迎客。

会议要求，公园项目建设既要
注重景观性与生态性的和谐统一，
同时还应重视功能性，公园内要增
加群众性体育运动设施，体现文化
与体育元素，带动百姓参与体育运
动，进一步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此
外，要推动精品项目建设，保证工
程质量，加强施工监管，实现工程
建设的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

本报三亚8月15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委相关部
门获悉，三亚今年重点打造道路景
观，将道路绿化彩化工程纳入“双
修”升级版重点工作当中，推进中心
城市主要景观道路环境建设，完善
城区约240处碎片化绿地中的部分
项目，初步形成绿道系统串联成网
的生态格局。目前，三亚道路绿化
彩化工程进展顺利，部分重点道路
工程预计年内可完工。

根据规划，今年三亚要推进建设

中心城市106公里绿道系统中约5
公里滨水区域绿道和主要景观道路
的绿化彩化工程，完善城区约240处
碎片化绿地中的部分项目，打造出滨
海滨河特色的生态绿道系统。目前，
三亚市凤凰路、海虹路、新城东路、新
城西路、绕城高速天涯海角互通、水
蛟路及绕城高速水蛟互通等重点道
路绿化彩化工程进展顺利，部分重点
道路工程预计年内可完工。

其中，三亚湾新城东路绿化彩
化工程进度已达45%，全长1.97公

里，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180万元，
设计理念以“花”为主题，目前已新
植火焰木 500余株、三角梅400余
株，将打造成“宜赏、宜游、宜憩”的
自然景观道路。

此外，作为三亚重要“门面”路段
的绕城高速天涯海角互通绿化彩化
工程，总长约56公里，总面积约113
公顷，总投资约1.8亿元，将进行绿化
景观建设、整治及相关修复等。根据
工期，今年11月将完成重点路段绿
化彩化工程建设。

三亚完善碎片化绿地，打造生态绿道系统

部分道路绿化彩化工程年内完工

生态特写

而同样作为热带经济作物的橡
胶，在生产加工时，也存在着一些“低
小散”作坊加工厂环保设备不完善、
环保排放不达标致环境污染的现象。

“像之前我们组织联合执法组到
儋州检查时，发现一家橡胶加工厂的
生产车间存在废水排放沟液体外洒、
收胶台一处排放口废水偷排雨水沟等

环境违法行为，被执法组依法查处。”
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当场他们和儋州市环保部门立即进行
依法调查取证、立案查处和责令整改。

自2016年以来，我省不断加大
对橡胶厂查处力度，截至今年上半
年，共查处涉橡胶加工违法企业14
家。被查处的14家橡胶加工违法企

业，存在着违规排放污染物、违反“三
同时”等环境违法行为。

记者近日从澄迈、儋州、临高、白沙
等多个市县了解到，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橡胶加工厂或被查处或自行停产整顿，
而符合环保要求的橡胶厂在正常生产
经营。以临高和白沙为例，临高县辖区
内共有5家橡胶企业，除了因污染防治

设施等问题停产整改的3家企业外，其
余2家正常生产。白沙符合环保要求
的2家橡胶加工厂均正常生产。

一方面，我省淘汰橡胶加工落后
产能、控制污染；另一方面积极引导
橡胶加工企业进行环保改造，为传统
产业注入新动能。

“海胶集团目前有15家橡胶加

工厂，其中14家正常生产，另一家澄
迈金福加工分公司停产，是因为近
期我们自己检查时发现存在氧化塘
没有覆盖等问题，目前正在整改。”
海胶集团有关负责人说，集团自建
厂起连续投入多项环保资金对加工
厂氧化塘、厌氧罐等升级改造，确保
环保达标。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近年来，我省为槟榔、橡胶粗放加工“除污染”，积极引导转变加工方式

严格环保标准 推动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易宗平 丁平 陈卓斌 周晓梦

三亚市金鸡岭桥头公园建成，为市民游客增添一个休闲运动的好场所。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槟榔和橡胶是海南两大传统经济作物，但粗放加工带来的污染问题，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小压力。近年来，我省为槟榔、橡胶粗放加
工“除污染”，积极引导转变加工方式，让槟榔和橡胶真正产“绿金”。

“以前槟榔青果一来，开始烤的
时候，那熏臭味是24小时不散，烟囱
里还会冒出烟，黑色的烟。”家住乐东
黎族自治县佛丰村的村民王槐雷今
天对记者说，村子附近有一家槟榔加
工点，蓝色铁皮搭建的厂房内，常会
传来难闻的味道，弥漫在村子里。

王槐雷闻到的是传统土炉烟熏
槟榔的味道。“土法”烟熏烘烤槟榔果

会产生大量烟雾，不仅扰了居民的正
常生活，还会对大气环境质量造成影
响，甚至会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因此，从2013年开始，我省采取
多项整治措施逐步清理取缔传统槟
榔熏烤土炉，为槟榔卸下“烟熏妆”，
加快推进槟榔产业加工转型升级，让
槟榔在市场上更“吃香”。

“在《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实施

方案》（2016—2018年）中已明确要
求，2016年底全面禁止槟榔木材熏
烤炉灶，包括在大气污染防治实施
计划里，都要求清理这些传统槟榔
加工点。”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大气环
境管理处负责人陈玉南介绍，去年，
万宁、琼海、定安、屯昌、琼中、陵水
等6市县清理拆除了90%的槟榔熏
烤小炉灶。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今年我省将
继续打击“土灶台”的槟榔熏烤加工
方式，建立属地负责、部门联动、公众
监督、加工户自律的工作机制，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鼓励使用环保型的槟
榔加工技术，同时我省正制定槟榔加
工污染物排放标准，可更有针对性地
控制槟榔加工的污染物排放。

“针对违法加工点，我们是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刚
查了一家隐藏在万泉河畔树林里的
加工点。”琼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局
长陈传武说，只要“榔”烟一起，他们
就依法打击现行。

回到王槐雷所在的佛丰村，让他
高兴的是那家厂“已经有约半年的时
间没闻到难闻的味道了”，他希望这
味道以后都不再出现。

结合文化体育元素，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三亚今年将添5个城市公园

依法取缔 “榔”烟起，打现行

严格监管 橡胶厂，控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