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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琼海市委常委、
副市长梁誉腾：

琼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海
岸线专项整治工作，严格按照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部署
和要求，全面摸排，以问题为导向，
下定决心，坚决打赢海岸线整治攻
坚战。为此，市委全会研究通过了
《中共琼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出台
了相关政策及工作方案，全市动
员，对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
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下一步，琼海市委、市政府将按
照省政府工作报告对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提出的明确任务目标，周密组
织，精心安排，真抓实干，认真抓好
沿海防护林恢复以及退塘还林、还
湿等工作，持续加大力度，对在生态
红线内的违法违规建筑等，进行坚
决整治。

省政协委员辛悦国：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是建设

海洋强国、海洋强省的基本要
求。建议健全各涉海部门之间
的信息互通机制，建立涉海执法
联席会议制度。由省政府有关
部门牵头，组织涉海部门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总结分析当前形
势，评估研判下步趋势，划出敏
感节点、重点海域，制定具体措
施，适时组织联合执法行动，形
成管控合力，保持常态化高压态
势，整治海洋环保热点突出问
题。

建立环海南岛全方位立体化
的近海监控系统，重点对沿海港
口、入海口、排污口，岛礁设施，捕
捞作业活动及往来各类船舶进行
动态监控，实现全时段实时预警，
快速响应处置。

此外，建议加强海洋环保教育
与学习，让学生了解海洋、认识海
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增强海洋
环保意识。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

开展专项行动守护海岸带6 守护“最美资产”

两会观点

成就亮点
报告指出，开展全岛海岸带专项检查和整改行

动，收回岸线土地近万亩。

省人大代表，白沙黎族自治县细
水乡党委书记林金妹：

细水乡是松涛水库的生态核心区，
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金山银山。我
们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最优先位
置，以生态底线思维谋划全乡产业发
展，引导村民发展林业经济、绿色种养，
形成“一盘二带三养四种”的产业种养
特色新格局，进一步拓宽林业经济领
域、促进农民增收新型生态产业，坚持
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同时，细水乡还开
展综合整治，进一步优化乡人居环境和
生态环境，确保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去年，细水乡实现了生态保护补
偿全覆盖，村民每人每年获600元生
态保护补偿。保护森林、水源等生态
系统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村民知晓生态保护红
线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也是“高
压线”，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少
吃祖宗的老本，不砸子孙的饭碗”，呵
护好海南的绿水青山，就是呵护好我
们百姓的金山银山。

省政协委员，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王萍：

去年海南首次以省委全会形式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决定，进一步用
制度性安排巩固和推动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
化。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省高院于2014年在全省中级以上法院
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全面推进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改革，实施环境资源民
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
不断加强对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

建议不断完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
设置、逐步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力量；规
范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量刑；规范环境
资源司法鉴定；大力开展涉环境资源
保护的宣传教育。此外，建议涉环境
资源保护罪的一审刑事案件回归基层
法院审理；建立环境资源行政执法司
法协调联动机制；全面设立海域环境
资源巡回法庭；拓展多元化担责方式；

落实环境资源审判改革
配套措施等。

省人大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
书记麦正华：

过去一年，陵水不断强化环境保护工
作，开展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工作，先
后荣获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最美中国·目
的地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进一步健全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出台《陵水黎族自治县
生态保护和建设行动方案（2017-2020
年）》《陵水黎族自治县贯彻落实中共海南
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
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重要工作任务
责任分工方案》《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容

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确保生态文
明建设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守好我们的“金饭碗”，要始终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
生态文明项目建设、执法建设、制度建设
为抓手，不断完善环保体制机制。

省政协委员，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符
琼芬：

如何识别、开发、引导和扶持生态友
好型产业，应有明确的确认机制和监督
评价机制，包括管理体制、责任主体、产
业识别的方法、试验准入流程、资金技术

安排等都需要规范的管理和固化。要以
法律的形式对民间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
给予认可、保护与监督；梳理生态文明的
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从严惩
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充分利用地方
立法权，制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
性法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
从知识普及、人才培养、产业扶持、科学
投入、鼓励自觉、严格执法、加大惩处力
度和科学立法等方面建立和完善生态文
明促进机制。

不断完善环保体制机制2 长效稳健

两会观点

成就亮点
报告指出，不断完善环保体制机制，出台并实施大气、土壤、水十条，取消12个生态敏感区市县地区生

产总值考核，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现省域全覆盖，试点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
定实施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和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3 紧抓治理

城乡环境开展综合整治4 内外兼修

省人大代表，定安县定城镇西门社
区书记、主任王春香：

报告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
置，我认为很准确，也很重要。在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中，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整
治违法建筑、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城镇内
河（湖）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土壤
环境综合治理、林区生态修复和湿地保
护六大专项整治，以生态环境六大专项
整治为抓手，持续加大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力度，确保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变好
不能变差。

在定安县，我们社区也在县里和镇

里的指导下大力加强环境整治工作，通
过拆除乱搭乱建、清理卫生死角、绿化巷
道、污水处理等，社区的卫生环境有很大
的改善，如今的居民已经自觉形成了爱
护环境的意识，不再“只扫门前雪”。

省政协委员，台盟海南省委会主委
连介德：

近年来，海南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效果很明显。政府工作报
告也提出，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我认为，随着经济建设、农业生
产和休闲农业的发展，海南农村小流域
水环境的保护显得越发重要。

建议海南切实加强河道管理，切实
加强沿溪沿河森林植被保护和培育，大
力推进生态修复、退耕还林、营造水土
保持林等一系列治理措施，提高流域防
御灾害的抗逆能力；因地制宜，开发复
合生态经济系统，依据当地的社会、自
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积极采用传统农业
种养植方式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相结
合的生态种养植模式及配套技术，进一
步挖掘农林牧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的能力；注重人居环境整治，包括房前
屋后的绿化美化、简易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及固体垃圾的收集与处理等。

两会观点

成就亮点
报告指出，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绿化宝岛大行动造林近200万亩，完成生态修复22.2万

亩，三沙岛礁种植苗木315万株，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2.1%，森林质量不断提高，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保
护；铁腕整治、依法拆除违法建筑2810万平方米，清理存量用地28.9万亩。

省人大代表，海口市政务中心主任
吴秋云：

海口通过“双创”和“城市更新”，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理念深入人
心。特别是在水体治理、湿地保护等方
面做了大量努力，赢得了认可。建议海
口完善湿地保护执法机制，明确湿地保
护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权，充分发挥各

职能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高

效、顺畅的议事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探
索湿地保护共管共建共享机制；加强湿
地保护宣传教育工作。

省人大代表，新华社海南分社社长
凌广志：

海口通过“双创”和“城市更新”，城市
面貌、园林绿化有了很大的提升，例如滨海
大道就移除了原有的矮小灌木等，种上了
椰子树和大叶油草，既能节约成本，又达到
了“透光见海、透绿见蓝”的效果。海口美
舍河采用生态修复的办法进行水体治理，

种上了红树林、修葺了亲
水栈道，改变了河

道传统的“三面光”模式，值得推广。
省政协委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

南省分行资深经理刘丹：
海口“双创”工作开展以来，强力整治

各类突出的城市管理乱象，提升城市基
础设施水平，加快棚户区改造，逐步完善
了城市功能。“双创”让海口发生了明显
的三大转变，一是市容环境卫生转变，二
是群众态度转变，三是干部作风转变。

海口“双创”为我省城市管理积累经
验，具有向全省推广价值。建议“双创”推广
要采取一些如与为民办实事相结合、与建
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相结合等有效方式。

两会观点

成就亮点 报告指出，综合整治城乡环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基本覆盖，海口、琼海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三亚
“双修”成效显著。

省人大代表，乐东黎族自治县
县长李永群：

当前，乐东已经建立起县、镇
两级河长管理体系，全县河道均
实行了河长制管理。河长制的建
立，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履行
河湖管理和保护主体责任的积极
性，有利于逐步恢复河湖功能，推
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
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等。

我建议，下一步，应该建立起
河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跨
市县、跨部门、跨行业的水环境污
染和水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形成
全省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还应该尽快开展河湖排污口调查
摸底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摸清家
底、排查隐患、列出问题清单、建立
工作台账，逐段分解落实各级河
长、湖长整改责任，确保规范整治
取得实效。

省政协委员，省科协青少部部
长陈冬霞：

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农村污
水垃圾治理，解决了一些突出的农
村环境问题。在进一步推进农村
污水垃圾治理方面，建议利用我省

“多规合一”改革成果，把全省当作
一个大城市进行规划与管理，建立

“省级主导、市县主体、镇村管理、
村民参与”的农村污水垃圾治理工
作机制。

同时，统筹规划，分类施策，逐
步解决农村污水垃圾污染问题，包
括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对
城镇周边的村庄、重点村和污水排
放相对集中的村落可采取建设排
水管网，优先选择接入城镇污水收
集处理系统或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统一处理等。此外，还应加大对村
民的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村民
参与污水垃圾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全面建立河长制5 河畅水清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

1 环境优先

两会观点

成就亮点

报告指出，把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最优先位置，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连续
多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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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生态环境

代表委员热议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倍加珍爱精心呵护海南生态环境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梁振君 计思佳 陈蔚林 尤梦瑜 周元 罗霞 金昌波 陈雪怡 孙慧 刘操

保护好海南生态环境，是中央赋予海南的重要使命，是全国人民和全省人民的共同期盼。5年来，我省始终坚持倍加珍爱、精心呵护生态环境，生态优势日
益彰显。环境保护工作久久为功，今年我省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制度创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守护好青山绿水。

连日来，在省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结合实际及各自关注领域，围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纷纷发声、积极建言献策。

两会观点

成就亮点
报告指出，全面建立河长制，开工治理64条城

镇内河（湖），启动168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河道非法采砂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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