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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霸王岭林业
部门负责人吴先明曾到北京参加过一
场特别的招商推介会——去卖空气。

这并不是噱头，吴先明的空气，确
确实实卖掉了。

人们愿意掏钱买吴先明的空气，
一方面说明海南的空气优良，另一方
面也印证了海南在保护绿水青山、碧
海蓝天方面做出的努力：

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破坏
环境的项目，收益再高也不要；

全省启动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行动；

成立环境资源与旅游警察支队；
森林公安率先试点垂直管理；
三亚率先实施“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
其中既有对环境的常态化“体检”

“治病”，又有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海南

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一笔既买不
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要从源头上
把好生态关，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
蓝、空气更清新。”

生态、环保、绿色，已成为海南发
展的共识，生态文明理念向纵深推进，
环境保护合力集聚形成，绿色发展底
色日益浓重。

高颜值

有美丽面子更有幸福里子

霸王岭位于海南中西部，有着层
层叠叠的树和深浅不一的绿。来自这
里的空气，被采集起来，压缩、密封、包
装好，和吴先明一同出现在北京的推
介会现场。

推介会很成功，霸王岭高负氧离
子空气罐装项目在现场与投资商顺利
签约。项目签约投资额 5000 万元，将
用于空气整体项目计划。

“我们的好空气，可以打包出售！”
吴先明感到骄傲。霸王岭森林覆盖率
达 98%，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
方厘米 7 万个，称得上是“中国好空
气”。

海 南 的 好 空 气 不 止 霸 王 岭 。
2016年，海南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 99.4%，同比提高 1.5 个百分
点，六项指标均达到或接近国家一级
标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蓝天白
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还有一组数字，可以见证海南的
幸福：去年，全省主要河流湖库和近岸
海域水质优良率分别达到 90.1%和
97.7%；28个城市（镇）集中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省耕地土壤环
境质量达到二级标准比例保持在 81%

以上。
这些写在环境质量报告中的数

字，落在高山海洋，落在山野田间，落
在城市高楼。这座绿色岛屿上，蕴藏
着自然与生活的健康能量。优良的生
态环境，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更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攻顽疾

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

天生丽质不代表永远美丽，优良
的生态环境更需要严格的管理和精心
的呵护。

一年多过去了，张志雄还记得当
时饭店被拆的情景。

他是儋州市白马井镇寨基村村
民，原本在家乡海岸边经营着一家名
为“福海山庄”的农家乐饭店。一年多
前，他却主动请人把这家占地约 3.4亩
的饭店全部拆除，不留一砖一瓦。

好好的饭店，为什么说拆就拆？
“当时执法人员和工作人员解释后，我
才知道我家的饭店违法侵占了海岸
带。要说拆了不纠结是假的，但这是
保护环境，是在做好事。”张志雄讲话
直接，他说自己当时就觉得应该这
么做。

张志雄的选择，响应了海岸带保
护 与 开 发 专 项 检 查 整 改 行 动 的 要
求。2015 年 7 月，海南开展海岸带专
项整治，沿海 12 个市县、全岛 1823 公
里海岸线的“健康状况”被全面检查
摸排，累计 805个海水养殖污染、建设
项目陆源污染等违法项目得到清理
整治。

把视线范围扩大，海南整治环境
突出问题，覆盖到山水林田湖湿地方
方面面。

去年4月，海南省政府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深入推进城镇内河（湖）水污染
治理、林业与山体生态修复和湿地保
护、违法建筑整治、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环境综合治理
等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提出
“三年攻坚、两年巩固，到 2020年我省
城乡环境建设、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环
境质量水平应达到的各项具体量化指
标”。

而其目标，是让海南山林有其美，
河湖有其澈，花草鸟兽有其栖，家园田
园、人居环境亦有其风光。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完整生命体。
在“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理念指引下，
海南遵循自然规律，采取严厉举措，对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老大难”问题等
进行系统治理、系统修复、系统保护，
打通“关节”与“经络”，以更高层面的
协调机制，把各类生态资源纳入统一
治理的框架之中。

打新招

生态红线底线更硬气

作为生态环境“优等生”，海南省
情特殊，责任特殊。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准备
这项工作，今年 4 月才拿到正式许可
证。”在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电厂厂区办公室里，生产部环保专
工黄宏业递给记者一本册子，“过去的
许可证就是一页纸，现在变成了‘一本
书’。”

这本绿色封皮、厚达 167 页的册

子看上去不起眼，来头却不小：这是
首 张 具 有 全 国 统 一 编 码 的 排 污 许
可证。

去年5月，海南启动排污许可证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在石化化工、火电和
造纸行业先行探索，对排污单位实行
全过程“一证式”污染管控制度，成为
全国排污许可证制度试点改革的“探
路者”。

探路“硬约束”，在近两年海南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格外显眼。它不仅
体现在全省性、跨部门的多项整治执
法行动上，还体现在完善地方环境监
管格局的顶层设计上。

2015 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省
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紧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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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陆域生
态保护红线区开发建设管理目录》，让
生态保护红线真正做到划得定、守
得住。

在司法层面，海南法院自去年
7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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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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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明确提出实
行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终身追究制，推
进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督促党政
领导干部在生态
环境领域正确履
职用权。

最好生态 最严管理

364天优良，来海南深呼吸
丁 汀 周晓梦

长在保护区马路边的参天古树，
也有人敢盗！

2015年 5月，海南万宁“百年重阳
古树”被偷伐。接到举报后，检察机关
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办案，6天内，5名涉
案嫌疑人被抓获归案、依法逮捕。“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海南
以实际行动时刻绷紧生态这一根弦，
生态检察是一把利剑。

2013年5月，有群众向当地媒体反
映，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三亚大茅隧道上
方及周围山头上，有大片山林被毁，出
现连片裸露地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当地媒体以“三亚鸡冠岭210亩山林‘被
剃光头’”为题报道该事件，引起社会关

注。海南省检察院反渎、侦监部门立即
跟踪核实，最终查明了毁林事件背后三
亚吉阳林业站站长张如迅、林业管护人
员蓝信辉的渎职犯罪事实。

2013年9月至2014年底，海南在全
省开展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保护海
南生态环境专项行动，集中打击、预防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及其背后的职务犯
罪，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

2015年7月起，海南开展了为期一
年半的“绿色宝岛·生态检察”专项工
作，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生态领
域刑事犯罪 489 人，提起公诉 675 人，
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期待。

批捕刑事犯罪489人

生态检察亮剑
宋 飞 林 玥

2017 年 1 月 1 日，海南白沙黎族
自治县道银村、坡告村 35户 142名村
民，告别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搬进新落成的银坡村，开始新
的生活。

走进银坡村，眼前一栋栋、一排排
极具民族特色又不失现代风格的二层
小洋楼分外醒目，屋外郁郁葱葱，鸟语
花香。刚刚走出大山的村民们，踏着
崭新的水泥地板，笑逐颜开。此前，他
们居住的是简易的泥墙铁皮顶房屋，
饮用的是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医疗、教
育、通信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不到，生
产生活极端困难。

2015年，白沙县启动生态扶贫移

民工程，至今 140 多户黎族同胞已经
全部完成搬迁。搬到山下，每户村民
可以获得一套住房，人均安排10亩橡
胶林，每户还提供一个护林员的工作
岗位，预计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将从原
来的2000多元增加到1.5万多元。

海南生态移民，在坚守生态红
线、立足绿色发展基础上，将生活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农村人口
（主要在白沙、琼中、五指山、保亭等
少数民族县市）适度易地搬迁，按
“美丽乡村”标准重建。目前，海南
省正在推进涉及 11 个自然村、541
户、2255 人的扶贫移民工程，力争 3
年时间完成搬迁。

11个自然村将迁出核心生态区

生态移民双赢
本报记者 宋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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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生态修复后的海南定安县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美景。黄 祥摄
图②：海南东方市俄贤岭森林公园景色。 吕 振摄
图③：国家5A级景区分界洲岛旅游区人工打造的珊瑚鱼礁。

人民视觉
图④：海南三亚市天涯区水稻田中的鹭鸟。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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