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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 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表率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大平村大边村民小组，年过花甲的
村民王明兰每天一大早起床就要
去打扫村前的小花园，她还有一份
兼职——附带“监视”全村污水处
理系统。

就在这个小花园，藏着大边村的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设备：地上有太阳能
板区、配电房（发电区）、繁茂的湿地植
物区，以及一块1亩大小的池塘；地下
有排水道、曝气池、快滤田、人工湿地净
化层等。

2016年初，我省首个县域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捆绑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模式）项目正式落地琼中。

污水处理PPP公司除了规划污
水处理系统，还提出顺便把村道硬
化。去年11月，污水处理系统建成，

村子也同时变得干爽洁净了。村民
们发现，村里不再污水横流，家里也
干净卫生了，村民帮忙监管设备，每
月还有900元的收入。

美丽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如
何融入“环境美、产业美、精神美、生
态美”这些元素，农村污水处理是一
道绕不过去的坎。治污PPP模式通
过制度创新，探索解决了农村污水
处理项目资金缺乏、收益率低以及
可持续等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收
益和实惠。

据了解，我省已制定实施五年行
动计划，印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
和建设指引，首批投入3713万元，支
持36个村庄治理生活污水。琼中、
昌江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PPP模
式，实施农村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

理。陵水投入2.3亿元治理73个村
庄的生活污水，已陆续进入项目招投
标环节。

生态循环农业是指对畜禽粪便
进行处理，产生沼气、沼液和粪渣等
衍生品，沼气用作发电，沼液用于灌
溉，粪渣用作农作物的有机肥，这种
模式正在屯昌蓬勃兴起。

2015年，屯昌投入1.11亿元在全
省率先发展县域生态循环农业，对45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进行升级改造，开
工建设枫木镇市坡岭人工湿地、屯昌
国家农业公园等28个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基地。在罗牛山循环农业示范区
和枫木洋区水肥一体化项目基地，南
吕原种猪场的粪污所形成的沼液灌溉
了4000多亩农作物。

“对畜禽粪便的重新利用不仅可

以很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能为
农作物施灌有机肥，种出有机农作
物。”屯昌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态循环农业能构建功能互补、能量
循环、高效生态的种养模式，能大幅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
是无数人理想的田园生活状态。在
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的同时，我省一
直注重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
进。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塑造乡村
之美、打造环境之美、守住山水之
美，留住浓浓乡愁。污水处理PPP
模式、生态循环农业……我省通过
创新农村环保体制机制，健全农村
环境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制度，加快
发展循环经济等方式，保持乡村生
态的长效之美。

拓深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价值观

绿色生活助推海南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8月16日，美舍河畔，白鹭翩跹；抱坡岭上，林木葱郁；环岛海滩，椰风阵阵。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首先要“山水美、城乡美、人文美”，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理念先行。
城市更新、生态修复，让城市也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实现发展和保护相统一；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提高生态

文明意识，让公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海南，生态文明理念渐入人心，环境保护合力正在集聚形成。

2016年5月30日，《中国城市
竞争力报告2016》发布，海口与三
亚在全国294个重点城市中脱颖
而出，入围中国宜居城市竞争力前
十强。这已是两个城市多次入围
中国宜居城市竞争力十强。

《报告》专家成员、中国社科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丁如曦
说，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口、三亚
在宜居城市竞争中排名靠前的主
要原因。

优良生态环境的背后，是两
座城市对城市治理的理念转变和
创新性实践。

2015年，海口启动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以下简称“双创”）。2017年 2
月，海口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携手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打造“双
创”升级版。

“城市更新，我们以生态为切
入口。”海口市委常委、副市长顾
刚说，保护生态，是民生工程，更
是民心工程。

随着城市的发展，曾经承载
乡愁的海口母亲河美舍河自净能
力不断减弱，水清不再，内源污染
突出，多次治理，不断反复。“污染
在河里，根子在岸上。”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分院资源能
源所副所长王晨说，除了控制流
入河道的污水，还要修复生态。

从今年2月到现在，不到半
年，美舍河5个生态示范段不仅
告别浑浊，并且实现了水清岸绿、
白鹭翩飞。

山上林木葱郁，鸟儿在林中
飞跃，山下小桥流水、鸟语花香，
如今的三亚抱坡岭，尽是漫山遍
野的绿色。

而在多年前，抱坡岭受损山
体还是一片裸露光秃的山体，周
边老百姓称其为“狗皮膏药”。这
座三亚最大的废弃矿坑，处于绕
城高速三亚入口的形象区域。山
体上植被所剩无几，与绕城高速
公路两侧的翠绿景观极不相称。

2015年，三亚“双修”工作一启
动，即把抱坡岭作为“双修”首批项
目和植树造林标志性项目进行山体
恢复。仅仅过了半年时间，抱坡岭
的裸石就看不到了，山体泛绿了。

建设生态城市、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已成为树立城市形象、提
升城市竞争力、实现城市现代化
的重要途径。从海口“城市更
新”、三亚“双修”的“二重唱”，体
现出了城市发展理念的革新，也
凸显出海南已经进入了治理管理
与加快发展同等重要的新阶段。

细微之力也会产生巨大能量，生
态文明建设中每个人都是践行者、推
动者，人人有责、人人受益。在海南，
生态文明理念渐入人心，公民的绿色
生活方式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
构成了生态文化，呵护绿水青山形成
了合力。

今年5月，母亲节的那个周末，
按照原计划，“首届萤火虫主题园”观
赏活动在海口某度假酒店安排放飞
上万只萤火虫。但周末到来，活动却

没有如期举行。
原因是活动被叫停了。5月10

日上午，海南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
室等多家环保机构联名发布公开信，
指出“萤火虫对环境要求高，放飞就
是放死……该活动将造成萤火虫大
量非正常死亡”。当天下午，海口市
政府多个职能部门介入调查，查明萤
火虫观赏活动主办方没有办理相关
手续，不具备活动举办资格。

对小小萤火虫的关心，是人们对

身边生态物种和自然环境的关切。
今年6月5日是第46个世界环境日，
中国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就是旨在引导社会各界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
意识，自觉践行绿色生活。

算好绿色发展的综合账，还要加
上好山好水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虽然我只是每年冬天过来，但我
希望万泉河水越来越清澈，琼海的环

境越来越好。”年初，从北京来琼海过
冬的“候鸟老人”汪阿姨拍视频举报了
一段排水管有污水排进万泉河，相关
部门了解情况后迅速采取整治措施。

从自然生态中收获幸福的钥匙，
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伴、亲密互动
中。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将广泛的生
态共识深植于各个层面，撒播绿色发
展种子，倡导节约意识、环保意识，以
增强全社会生态自觉的“海南行动”。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培育挖掘生态文化 公民参与构筑绿色家园

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让美丽乡村留住“乡愁”

生态修复
提升城市品质

启动“更新”“双修”工程

海口、三亚因为优良的生态环境，多次入围中国宜居城市竞争力十强。图为三亚“双修”项目之一东岸湿地公园初具雏形。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广告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海中法拍委字第5号

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
拍卖：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金滩路南侧面积34549.96m2土地使用权[证
号：海口市集用（2009）第013222号（地号03-05-06-52）]，参考价：
5911.6076万元，竞买保证金80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9月14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9

月13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玉沙路19号城中城A栋4楼海南荣丰

华拍卖有限公司；
5、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9月11日17:00前到帐为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帐号：1009454890001476；
7、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合格供应商的公告

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采购供
应商信息库，根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采购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现我公司采购中心拟于本月在微信上征集合格供应
商，截止报名时间8月25日。涉及的类别有：一、工程类（包含设计、
监理、土建总包、安装总包、装饰工程等9小类）；二、货物类（包含办
公用品及耗材、计算机设备、电器、通讯、日常用品等8小类）；三、服
务类（包含运输服务、印刷、软件开发、物业管理、劳务外包等8小
类），具体步骤如下：1、先关注“海南
邮政服务号”(见公告下方二维码）。2、
输入“登记”两个字,即可获得合格供
应商登记链接。3、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合格供应商登记表”上报。欢迎有意
向的合格供应商前来报名参与，具体
联系人：陈昕，联系电话：0898-
68609193；康雪峰，68611610；石倩，
66760394。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8月7日

诚征土地合作方启事
我公司是天津泰达集团海南全资子公司，2003年进驻海

南市场，相继开发“比华利山庄”和“泰达·天海国际”两个项

目。为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寻求进一步发展，现寻求持有相应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合作，具体要求为：

一、持有海口及周边、澄迈老城的住宅或商住用国有土

地，产权清晰、无经济纠纷；

二、可洽谈土地转让、增资入股、股权转让等合作方式。

有意者请与沈小姐联系，合则约谈。

联系电话：0898-68634882

手机：18689863160 13807697811

特此启事

海南泰达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7日

冯德清、冯学东、冯德明、冯德锐、冯德为、冯学标、冯强住宅楼
项目位于文城镇文东里，土地证为文国用（2010）字第W0104402
号，用地面积144.12m2，该地块属《文城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范围。项目总用地面积144.12m2，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总建筑面
积433.7m2。该业主现向我局申请建筑方案调整，主要调整内容
为：东南侧（2～4层）增加1.2米的悬挑阳台。总建筑面积调整为
477.47m2，调整后建筑均在用地红线范围内，具体详见附图。为进
一步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规范行政审批，现拟按程序对该项目规
划报建方案调整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8月
17日至8月31日）；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邮政编码5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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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冯德清 冯学东 冯德明 冯德锐 冯德为 冯学
标 冯强住宅楼规划报建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8月17日

吊罗山旅游公路设计三易其稿

一条给树“让道”的路
■ 本报记者 贾磊

“家门口的旅游公路眼看着马上就通了，
我们也成了景区旁边的人了。”8月16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大里乡村民黄明志高兴地说，
以前吊罗山是他们的“绿水青山”，以后这里
就是他们的“金山银山”。

2016年10月，陵水交通局局长刘德柏
在拿到吊罗山旅游公路设计图纸第三次修改
稿时，不禁感叹，在原始热带雨林中修路非常
不易。2016年11月，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旅游公路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全长约17.8公
里、拥有264个弯道的旅游公路，需要在生态
缓冲区完成拓宽改造任务。工程启动前，因
为生态保护问题，设计方案修改了3次。每
一次修改，都是现代交通对古老雨林的礼让，
更是建设者对生态为先理念的坚守。

8月15日，记者来到吊罗山旅游公路的
工程部，工程队负责人李文海翻开设计图，指
着其中的一处告诉记者，旅游公路中有一座
近50年历史的拱桥，连通着大山深处与外
界。为了这座宽3.5米、长7米的拱桥，设计
图一再修改。“在热带雨林的原始林区修路属
于头一次，按照传统的设计要求，拱桥需要拆
除。但是桥周围有20多棵数百年的参天大
树，一旦建设新桥就必须挖掉大树。为了留
下这些大树，我们放弃建新桥，改为加固拓宽
老桥。”该工程相关负责人称。

记者沿着盘山公路行进，不时会遇见一
些“长”在路中间的树。“这样的树确实会影响
路面施工，但是因为树木高大，我们就采取大
树绕行、小树移栽的方法。”该负责人介绍，这
样的“路中树”一共有300多棵，他们通过原
地保护的方法，使树木和路面成为一体，这样
就给游客感觉路上“长”出了一棵树。

“我修了那么多路，很少看见路给树让道
的。”今年50多岁的工人陈建军说。

这条旅游公路，原本是一条护林员寻山
路，如今却要担负起交通、旅游等多项功能，
原本3米的宽度明显不足。“这条路我们按三
级管理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20公里，路基
宽6.5米。”提到道路宽度，陵水交通局负责
人表示，此次施工有一个特点，道路拓宽避免
挖山，尽可能向外延伸，而这么做无疑增加了
道路建设的成本。

在已初具雏形的旅游公路上，记者看到
大部分路段新增部分均为外侧，工人们需要
填补并加固原先的路基。“虽然增加了不少成
本，但是我们做到了尽可能保护这里的一草
一木，因为绿水青山才是这里最大的财富。”
该项目负责人称。

（本报椰林8月16日电）

生态特写

改造中的陵水吊罗山旅游公路。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