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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陵水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深入开展生态环境整治，通过创新举
措、完善规划、加大力度、落实责任等方式持续推进水源地保护、城镇内河（湖）治理、农业农村污水治理、近岸海域综合整治等
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本期《陵水观察》开辟
“关注陵水生态环境整治”专栏，分享陵水生态环境整治经验，敬请关注。

关注陵水生态环境整治

先行试验区建设
环保先行

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整治，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让陵水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呵护生态环境，陵水这样做
投入 3000 万元在 5 条主干道建设
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设备

计划在今年底实现农村污水治理行政村
覆盖率达 60%，2020 年实现 100%全覆盖

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暨
餐厨废弃物协同处理项目建设

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确保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率 100%

制图/陈海冰

8 月 7 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樟香坝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
草木翠绿，
流水潺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陈思国

水体受污的城镇内河
（湖）经过生态修复，美丽滨
河景观逐渐显现；农村生活
垃圾乱丢的现象随着乡镇
垃圾转运站的投入使用逐
渐消失；投放新能源公交、
整治乱烧秸秆，让空气保持
清新……由城到乡，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这样喜人的变
化越来越常见。
近年来，陵水积极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
深入生态环境整治，取得良
好成效。去年陵水水污染防
治工作被省政府评定考核为
优秀等级，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99.97%。
“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重要位置，
以
‘生态环境质量
只能更好，
不能变差’的魄力
与决心，
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
狠
抓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说。

防微杜渐 当好蓝天守护者
“新能源公交车十分舒适，噪音
小，行驶平稳。”陵水市民陈瑞云平时
都是搭乘公交车出行，但如今有了不
一样的感受。日前，陵水新投放 68 辆
新能源公交车，车辆以车载电源为动
力，噪音低、零排放、运行平稳，为乘
客提供更加舒适优质的出行体验。
从噪音大、冒黑烟的
“老公交”
，
到
舒适、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公交车，是
陵水当好
“蓝天守护者”
的一次实践。
“没有 P 图，这就是陵水的蓝天。”
市民张萍时常随手拍下陵水的天空，
分
享给亲人朋友。监测数据也印证了人
们的主观感受——今年上半年陵水有
效监测天数 181 天，
其中优级天数 168
天，
良级天数12天，
优良率达99.4%。
优质空气质量，是陵水以问题为
导向，
“ 对症下药”的结果。针对“小
散乱污”企业，陵水开展专项治理，坚
决取缔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划、污染严
重、治理达标无望的企业；全方位加
强城市扬尘治理工作；全面禁止秸秆
焚烧，推进槟榔加工管控……
在陵水多个建筑工地上，记者都
看到了扬尘在线实时监测设备。据
了解，陵水要求 2018 年起在建工程项
目须做到施工现场围挡封闭、场内推
土覆盖、拆除工程晒水、进出车辆冲
洗、裸露土地绿化、施工便道硬化六
个 100%。此外，陵水还加强道路扬
尘控制，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喷雾

行动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20 份，
出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0 份；
立案处罚 10 宗，
共处以罚款约 234 万
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4 宗……这是
陵水黎族自治县今年上半年在环境
执法监察方面交出的“成绩单”，从中
不难看出陵水对破坏生态行为“零容
忍”态度和打击力度。
陵水环保局副局长陈林晴介绍，

规划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区设立地理
界标、宣传牌和警示标志工作；合理
优化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布局；建立违
法违规图斑台账档案……
近年来，陵水黎族自治县以编制
“多规合一”规划为契机，将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
“多规合一”
中重
■■■■■

等作业方式，在县城主要街道每天进
行两次晒水降尘。
不但要强力治理，而且要有效控
源与监管。今年，陵水投入 3000 万
元在该县 5 条主干道设置固定式机动
车尾气遥感监测设备和采购一套移
动 式 机 动 车 尾 气 遥 感 监 测 车 ，落 实
450 万元财政资金用于设置该县 9 个
旅游景区空气负氧离子显示设备。
陵水还制定了《秸秆焚烧与综合
利 用 工 作 实 施 方 案（2018—2020
年）》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
作考核办法》，落实责任。

多措并举 推进水生态保护
水域全长 1450 米的樟香坝饮用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草木翠绿，流水
潺潺。此前，陵水劝停樟香坝饮用水
源地保护区内的 37 家养殖户污染水
体 的 养 殖 行 为、规 划 建 设 禽 畜 养 殖
场、安装防护网和宣传标识，将村民
的生活生产污水层层净化再排放，从
源头上保护好陵水的水资源。
近年来，陵水持续推进水源地保
护、城镇内河（湖）治理、农业农村污
水治理、近岸海域综合整治等工作。
“之前，入海口的水黑乎乎的。”
在陵水县城南面，勤丰小溪与陵水河
交汇后流入大海，勤丰小溪下游曾是
一段沿岸村民抱怨最多的黑臭水
体。原来，附近多个村庄村民长期将
生活污水、垃圾、农业污水等直接排
入勤丰小溪，导致这条只有 6.4 公里

长的河流中有 1 公里水质为劣 V 类。
上游整治污染源，下游入海口建
设截污管道、搭建就地处理尾水一体
化设备……通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理，
勤丰小溪不仅成功消除黑臭水体，而
且水质也提升到地表水 V 类。
“我们在巩固勤丰小溪、小溪河两
条黑臭水体治理成果，
防止二次污染的
同时，
对长水洋、
曲港河、
港坡河等 6 条
不达标水体开展综合治理。
”
陵水环保
局局长吴定国介绍，
陵水已建立起覆盖
全县 129 条水体的县、乡、村三级河
（湖）长组织体系，
成立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
构建长效管理体系。
对陵水新村、黎安两大潟湖进行
整治的工程也在推进当中。该项目计
划投入 13 亿元，目前红树林补种等 3
个子项目已完工，其他 5 个项目均进
入实施阶段，
力争今年年底全部完成。
在文罗镇坡村记者看到，坡村采
用人工湿地技术，对生活污水进行集
中处理，而花树种植等景观打造本身
就是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技
术的一部分。据了解，陵水已制定相
关规划，计划在今年底实现农村污水
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 60%，2020 年实
现 100%全覆盖。陵水将考虑村庄地
形地势、村域面积等因素，采取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人工湿地处理、一
体化设备治理等不同模式。

科学治理

呵护土壤环境

走进垃圾处理站，
却闻不到臭味，
海

特写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垃圾转运站采
用竖式装箱压缩转运工艺，
隔绝垃圾臭
味的同时启动吸风装置将臭气和灰尘吸
走。于去年 1 月投入使用的先行试验
区垃圾转运站，
主要负责先行试验区及
周边乡镇约 8 万人产生的生活垃圾转
运处理工作，
站内做到垃圾日来日清。
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成为了
土壤污染重要风险点。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陵水还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暨餐厨废弃物协同处理项目建设，
建成后每天能处理 1050 吨生活垃圾
和 100 吨餐厨废弃物。
“我们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和施
用强度偏高，也存在牲畜养殖等农业
面源污染，导致土壤污染风险加大。”
吴定国说。
陵水一方面积极调整农业投入
结构，大力推广节肥、节药清洁生产
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另一方
面科学布局牲畜养殖区，因地制宜推
广牲畜粪污综合利用技术，建设规模
化沼气工程，
防治养殖污染。
此外，
陵水还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
治，
例如加快 95 家医疗机构环评手续，
规范设置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室，
做好医
疗废弃物分类收集、
暂存、
处置等，
确保
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率100%。
陵水还通过制定系列方案和规
划，围绕“预防为主、风险管控、分类
治理、突出重点”工作中心，提出土壤
环境污染防治的目标、重点和具体措
施，针对性防治土壤污染。
（本报椰林 8 月 9 日电）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 陈思国
垃圾收集车入场称重，现场调度室的工作人
员通过中央监控系统和自动化控制平台进行派位
卸料，压实器移位压缩，满容器牵箱装车，垃圾转
运车出站……今天 15 时许，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先
行试验区（以下简称
“先行试验区”
）垃圾转运站现
场，机械设备不停地运作……
先行试验区垃圾转运站作为先行试验区市政
综合配套基础设施之一，于去年 1 月投入使用。
垃圾转运站为二层框架结构，占地面积为 1 万平
方米，主要服务于先行试验区及周边乡镇约 8 万
人产生的生活垃圾转运处理工作。
偌大的垃圾转运站里，时不时地传出“轰隆
隆”的响声。
“走进垃圾转运站，
为什么却闻不到垃
圾散发的恶臭？”面对记者的疑问，垃圾转运站相
关负责人郑涛解释：
“垃圾转运站采用竖式装箱压
缩转运工艺，
在卸载垃圾后快速卷帘门自动关闭，
隔绝垃圾产生的恶臭，同时自动启动吸风装置将
臭气和灰尘吸走。
”
与此同时，针对在垃圾卸载、压缩处理阶段产
生的渗滤液及场地清洁等污水，采用活性污泥处
理工艺进行处理后还可回用于绿化浇灌，既生态
又环保。
据介绍，目前该垃圾转运站每日垃圾处理量
约为 80 吨，二期工程结束后日垃圾处理规模可达
到 300 吨。截至今年 6 月，共收集运转垃圾近 6
万吨。
垃圾转运站投入使用是先行试验区建设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一个缩影。先行试验区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构建环保大
格局，一批生态环保项目作为先行项目，正在加
快建设。
在先行试验区生态环保项目中，黎安污水处
理厂项目也是一个亮点。黎安污水处理厂于今年
5 月开工建设，计划工期约为 1 年，建成后日处理
污水能力远期总规模可达每天 2 万立方米。
“这个污水厂一期、二期设计处理污水量分别
为每日 8000 吨和每日 2 万吨，黎安污水处理厂建
成后，先行试验区及周边乡镇的居民生活污水等
将能得到妥善处理。”
黎安污水处理厂项目相关负
责人魏振智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污
水循环利用率将达到 90%，有助于优化人居环
境、保护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黎安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还
安装了扬尘在线实时监测设备，对施工环境进行
实时监测，并使用洒水车、洗车管等设备进行降
尘，细节之处尽显
“环保味”
。
“随着一项项环保举措落地，陵水的生态安全
屏障越来越牢固。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陵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守住发展底线，
做好绿色生态文章。
（本报椰林 8 月 9 日电）

读图

壮大执法队伍 强化企业监管 加大处罚力度

对破坏生态行为
“零容忍”
去年年底，结合国土环境资源机构改
革、综合执法改革，陵水成立环境监
察执法机构并争取到 5 名编制人员
名额。经过招聘、选拔等程序，日前
已有 4 名编制执法人员上岗工作。
而陵水环境执法队伍远不只这几名
执法人员。据了解，今年 4 月，陵水
组建了一支 33 名环境网格员队伍，
采取网格化管理环境问题。
“ 环境网
格员们负责自己区域的巡查工作，发
现破坏生态行为及时阻止，阻止无效

的，就上报环保局，由执法人员进行
进一步处理。
”陈林晴说。
企业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
之一，加强企业环境监管事不宜迟。
陵水结合环保监察“双随机”抽查制
度，开展辖区内排污企业的日常监
管，督促企业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和
管理，落实专人负责，确保污染防治
设施、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正常运
行，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
结合房地产业多的实情，陵水加

大沿海房地产企业监管力度。据统
计，
今年上半年，
陵水环保局共出动执
法人员 69 人次对沿海房地产企业进
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环境问题的 7 家
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记者从陵水环境
行政处罚案件汇总表中看到，截至目
前，17 个案件中有 9 个违法项目为房
地产企业，
主要是违反了
“三同时”
（即
建设项目与环境保护设备同时设计、
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超标排放
水污染物、
私设暗管排污等。

此外，陵水积极开展其他工业企
业污染源监管。今年上半年，陵水环
保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131 人次，对各
类工业企业污染源监督检查，两家存
在环境问题的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针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
射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重点排
污单位和重点区域，陵水组织开展环
境安全大检查，全面排查治理一批存
在环境安全隐患，遏制环境突发事件
发生。
（本报椰林 8 月 9 日电）

陵水文罗镇坡村的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划定生态红线 优化生态布局 重视规划环评

陵水围绕
“三线一单”做发展文章
要组成部分进行布局，完成生态保护
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三
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同时，陵水严守
“三线一单”
（即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及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
并于日前被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作为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
“三线一单”
编制工作试点市（县、
区）。
“我们在省里划定的陵水陆域生

态保护红线 408.5 平方公里的基础
上，自己多划了 15.92 平方公里县级
红线。
”
陵水环保局局长吴定国介绍。
划定并不意味完成工作，在原划
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陵水
进行优化调整。结合重点基础设施、
民生基础工程等符合国家用地产业
政策的建设项目，陵水通过提取和统
计矢量数据，并结合环境现状和环境

规划，筛选该县生态环境重点区域和
敏感区域，合理优化陆域生态保护红
线布局。目前，陵水已将涉及优化调
整的项目上报省规划委员会。
陵水还设立规划委员会，统筹陆
海、区域、城乡发展和各类产业，优化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构建高效统一
的规划管理体系。
“我们完成编制《陵
水县总体规划（空间类）》，15 个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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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和 19 个生态文明
建设各类规划已完成。”吴定国说，通
过规划引领，
构建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行政审批上，陵水严格把关规划
环评和项目环评。
“ 我们严守环境准
入清单，任何影响生态环境的项目，
即使能贡献再多的税收也不引进。”
陵水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椰林 8 月 9 日电）

俯瞰陵水新村镇新村港红树林碳汇造林及
生态修复项目区。该项目规划面积 2009 亩，其
中补植补种恢复 198 亩，新增湿地 1811 亩，建成
后将成为集红树林生态景观、栈道、观景台于一
体的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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