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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27 日讯 （记者周
晓梦 孙慧 实习生王靓婷 陶宇星）生
态保护红线是我省总体规划的刚性
约束，红线亦是“高压线”。记者今天
从省规划委获悉，目前，我省正按照
国家和有关部委最新要求对生态保
护红线进行校核优化，报国务院批准
后发布实施，确保我省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工作既符合国家“一条红

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的总体要求，
也满足我省进一步深化省域“多规合
一”改革需要。

据介绍，此次对生态保护红线校
核优化工作，将在保证2016年 9月省
政府已批复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比例
不变和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进一步对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区体系
与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完善，按要求

在2018年年底前，与其他省份同期完
成划定工作，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

“一张图”。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
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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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陆域
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11535平方公里，

占陆域面积33.5%，划定近岸海域生态
保护红线总面积8316.6平方公里，占海
南岛近岸海域总面积35.1%。去年，我
省颁布实施《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规定》。

全省在空间上形成基于山形水系框
架，以中部山区的霸王岭、五指山、鹦哥
岭、黎母山、吊罗山、尖峰岭等主要山体
为核心，以松涛、大广坝、牛路岭等重要

湖库为空间节点，以自然保护区廊道、主
要河流和海岸带为生态廊道，形成“一心
多廊、山海相连、河湖相串”的基本生态
空间格局。

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生态保护红线不但要划在图上、落在
地上，更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要有“规矩”、有“边界”。据了解，
我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科学系

统评价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
持、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和海岸
带生态敏感性的基础上，统筹协调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他产业
发展规划的矛盾冲突而划定。海南城
镇建设、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布局必
须要服从生态保护红线，最大限度守
住生态红线。

我省校核优化生态保护红线
明年年底前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脚下是蔚蓝的大海，眼前是绿意葱
葱的岛屿。12月27日上午，陵水黎族
自治县南湾猴岛景区给来自浙江的游客
尹晓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是冲
着看猴子来的，没想到这里的环境也这
么美。”

今年陵水被国家林业部评为全国森
林旅游示范县，在陵水的知名景点——
南湾猴岛，岛屿森林覆盖率超过95%，

1500余只猕猴长年生活在此，是世界上
唯一的热带海岛型野生猕猴自然保护
区。

生态环境的好坏，对猴岛生存发展
至关重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这是猴
岛旅游开发的最高原则。”当天上午，南
湾猴岛景区外人头攒动，景区负责人张
杰告诉记者，年游客量破百万人次虽给
猴岛带来很大挑战，但景区始终坚持把
猴群和生态保护放在首位，“这也是陵水
政府一直强调和要求的。”

“猴岛最核心的资源是猴子，我们建
立了一套质量与环境管理体系，加强对
猴岛的资源与环境管理。”张杰所说的是
这样的管理理念：以猕猴是景区的主人、
游客是客人、管理人员是仆人的“三人
说”；“小客厅”对游客开放、大部分缓冲
区及核心的空间为“大卧室”。

为什么迎接客人的是“小客厅”？是
为了把更多的区域留给猕猴们。记者了
解到，整个猴岛面积为10.2平方公里，
而对游客开放的生态浏览空间不足0.06

平方公里。
日前在游客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猴岛也制定了全新的规划。未来猴岛将
依托疍家文化，转型为一个集猴、疍等特
色旅游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目
的地，为生态环境“减压”。

南湾猴岛景区在开发中将对自然生
态环境的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其做法是
陵水在开发中严守生态底线的生动诠
释。在陵水提出的“生态立县、创新兴
县、智慧强县”发展思路中，“生态立县”

始终被摆在首位。
据介绍，陵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同时，陵水
转型发展方式，大力引进生态型、环保
型、低耗型项目。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未来
陵水将以更加坚决的行动，加快推进
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工作，坚持
生态只能更好、不能变差，不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

（本报椰林12月27日电）

陵水南湾猴岛景区严守生态底线

把猴群和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大伙加油干！今天收获了，我请
大家吃好吃的！”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南开乡一片绿油油的秋葵田里，南开
乡银坡村村民小组长符国华一边干着
手上的活儿，一边给大家加油鼓劲。

经过近8个月的积极探索、播种、
料理和等待，加之100余万元的投入，
符国华原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155
亩的秋葵基地终于迎来了收获。于符
国华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也是对过去贫困生活的告别。

2015年底，经省、县两级党委政
府及专家组反复论证的《白沙黎族自
治县南开乡道银村坡告村生态扶贫移
民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今年元旦，符
国华与世代居住在坡告村、道银村的
村民一起搬出生态核心区，在合二为
一的银坡村安了家。

而《方案》还提出，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确
保群众“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和区域
生态修复双赢”的总体目标，通过人口
转移、生态修复、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
策等措施，实现了“南渡江源头”生态核
心区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也让坡告、道
银两村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从解不开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到找准生态与发展的平衡点，白沙用
这样的探索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乡村发
展的双赢。

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表示，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建立长久管用、
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生态环境保护
体制机制。而白沙作为南渡江、珠碧
江、石碌河三大河流发源地，保护好青
山绿水不仅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也关系到建设生态宜居美好新海
南的发展大局。

为此，白沙在继续探索生态移民
搬迁的同时，还将坚定不移地把生态
保护摆在核心位置，坚决不做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的事。同时作为被科技
部列入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
及“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白沙也将
始终坚持生态底线思维，对山水林田
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以确保环
境质量只升不降。

此外，白沙在未来将继续完善生
态直补稳定增长机制，通过逐年提高
补偿标准，逐步实现11个乡镇生态补
偿全覆盖，并引导水源涵养地周边居
民发展绿色产业，切实保护好源头水
质安全，在保护中求发展。

而在认真落实河道治理“河长
制”，持续打击非法采砂、采矿等行为
的同时，白沙还加快推进松涛水库和
南渡江源头治理工程，全面完成流域
内145个村庄污水处理设施配套。同
时铺开“山长制”，扎实开展“六大专项
整治”，实施“老残林”更新、“四边”修
复、山体修复、湿地修复等行动，在全
县范围内逐步退出 16.05 万亩浆纸
林，同步提升7万亩湿地质量，呵护好
白沙优美的生态环境。

（本报牙叉12月27日电）

白沙银坡村实施生态移民搬迁

护了生态
富了村民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银坡村实
施生态移民搬迁，村民过上新生活。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林东

“在岸滩上搭建临时棚屋，建设生产
生活建筑，既会破坏海洋生态，也是违法
行为，希望大家能配合镇政府工作，自主
拆除。”12月27日，乐东黎族自治县莺
歌海镇委书记何泽毅带着镇里的工作
队，和前几日一样，来到岸滩上劝导群
众，取缔乱搭乱建。

莺歌海是一个两面环海的小镇，拥
有近15公里长的海岸线，靠海吃海一直
是当地群众的主要生活方式。

“现在有些渔民图方便，在岸滩上打

木桩、建棚屋，存放渔具，对岸滩环境造
成了破坏，也影响到了海洋生态。”何泽
毅表示，今年10月份，莺歌海镇借开展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契机，向村民宣传
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并启动了岸滩
专项整治，通过取缔沙滩上违法建筑、取
缔岸滩盗沙等行为，进一步保护海洋生
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乱搭乱建，拆；垃圾乱堆，清；违规
养殖，移……莺歌海镇集中力量，多措
并举，选择乱象较为集中的片区开展
集中整治，对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对违
法建筑坚决拆除，对在岸滩上居住的

渔民坚决清退。“目的就是打造示范
段，从而让渔民认识到政府治理的决
心，认识到海洋生态不容破坏。”何泽
毅说。

“拆违”并不是莺歌海镇政府的最终
目的，让渔民更自觉、更主动、更好地保
护海洋生态才是最终的追求。为此，该
镇坚持人性化执法，在打击违法行为时
避免破坏渔民生产生活的主要设施设
备，从而以减少渔民损失，赢得渔民理解
与支持。

“执法人员会在15天内不断督促、
劝说，帮助渔民拆除整改。”何泽毅表示，

而逾期未改或拒绝整改的，则由执法人
员介入，协助搬迁或予以清理。

莺歌海镇整治岸滩违法行为，是
乐东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是众多保护措施
中的一招。

“我们还开展陆源入海污染源大
排查，梳理全县海洋生态保护存在的
问题。”乐东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梁
筠透露，经过对乐东84.3 公里海岸线
进行全面排查，共清理出92处入海污
染源。

“我们正在探索建立‘湾长制’，明

确权属，夯实责任，建立海洋生态保护
的长效机制。”梁筠说，乐东将通过建
立“湾长制”体系，引导建立适度有序
的海湾空间布局体系和绿色循环低碳
的海洋产业布局体系，严守海洋环境
质量安全底线、生态功能保障基线和
海洋资源利用上线，打造“透绿见蓝、
透光见海、透水见鱼”湾美物丰、民乐
宜居的蓝色海湾，“其中海洋环境质量
是否下降、是否存在污染等海洋生态
指标将直接与湾长的考核挂钩，并将
视情形追究湾长的相关责任。”

（本报抱由12月27日电）

乐东开展岸滩专项整治，探索建立“湾长制”

多措并举呵护海洋生态

定安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绿意盎然。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陵水南湾猴岛猕猴。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洋
保护

景区
开发

乐东尖峰岭天池风光。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