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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升城市颜值 共建绿色家园

10月29日晚上，三亚市民林丽驱车
经过凤凰路，尽管已不是初见，眼前的美
景仍让她觉得眼前一亮，“三角梅等好多
说不出名字的植物安家在绿化带里，彩
色灯光打在绿化树上真美！”

白天看绿化，晚上看亮化。当前三
亚正着手推进城市夜景灯光升级，山体
照明灯光借用琼州画派染、勾、皴等技
法进行表现，可展现金碧山水、青绿山
水等传统水墨效果；主干道绿植亮化采
用彩色投光与单色照亮，形成阵列感；
海岸线沿岸线布局彩色投光灯与球泡
灯，打造夜间多彩岸线灯光，同时补充
岸线的照明功能，营造安全、便利的游
览环境。

夜景灯光升级工程，是三亚“双十
行动”中的重要市政项目之一。2017
年以来，三亚启动实施《建设世界级滨
海旅游城市十大行动方案》和《三亚市
幸福民生十大行动计划》（合称“双十行
动”），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补齐民生短板，落实乡村振兴，推
动城市全方位升级，提升市民和游客的
幸福感、获得感。

“三亚今年计划再推进临春河月川
步行桥、三亚河红树林公园步行桥、榆
亚路绿化改造提升工程、春光路生态树
池工程、排洪渠迎宾路箱涵下栈道、北
坡桥下浮桥等项目，全方位营造自然、
和谐的人居环境。”三亚市园林局相关

负责人说。
同时，三亚继续打响“城市绿地保卫

战”，将被私占的公园绿地收回重新建成
免费开放的公园绿地，并且进一步抓好
老城区道路沿线立面改造，规范户外建
筑广告标识，美化、绿化、彩化城市道路
景观，为市民勾勒最具南国风情的三亚
城景，促进城市“颜值”和品质全面提升。

数据显示，仅2018年上半年，三亚
共组织实施38个园林绿化工程项目，
新建和改造绿地面积约230万平方米，
并收回11处被私占的公园绿地，将之
恢复为免费开放的公园绿地。

“一河九园”的城市中心公园带，像
一条“绿色项链”，串起了三亚两河四

岸，绘出一幅鹭鸟齐飞、海豚回游的生
态美景图，真正实现了“还绿于民、还景
于民”的庄严承诺。

作为一座生态立市之城，三亚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全力推进35个破损山体修复，

“光头山”重现盎然生机，破损山体重披
绿装；开展全市11条河流水污染治理，
启动全市491个自然村污水综合整治
项目和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努力
使受污河流再现清波。

好生态，亦让三亚充满活力。201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
竞争力报告》中，在中国289个城市的宜
居竞争力排名中，三亚位列第七。

10 月 30日傍晚，
夕阳斜挂，三亚河边已
是一片热闹场景。

如果是3年前，家
住三亚下洋田的李金
霞可不想到三亚河边
散步，“河水发黑发臭，
死鱼漂浮，路过都得捂
着鼻子跑，谁还专门去
河边？”

变化，起于三亚
“双修”（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一栋栋违法
建筑倒了，一座座城市
公园建起来，山体“疮
疤”痊愈，河水不再臭
气扑鼻……生活在鹿
城的市民发现，三亚已
由河到岸至山，悄然换
上了新颜，生活也变得
越来越舒心了。

“公园、碧水就像
一条绿项链。”来自湖
南的游客程焕还记得
在三亚体验低空飞行
观光游时看见的美景，
“珍珠白的云朵，郁郁
如翡翠般的山体，碧色
如项链般的河流，还有
蓝汪汪的大海，一路风
景让人心旷神怡。”

“坚定的行动源于
深刻的认识，要强化生
态文明建设，把社会文
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结
合起来。”三亚市有关
负责人表示，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三亚的生态环境只能
更好、不能变差，保住
了生态环境，就是保住
了三亚发展的最大本
钱，“三亚将坚持一张
蓝图干到底，持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打造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幸福三
亚。”

■ 本报记者 袁宇

“一条大河波浪宽，白鹭翩飞红树
间。”家住三亚凤凰路的蔡悦佳最爱站
在自家阳台看夕阳，面对夕阳下白鹭
绕城飞的美景，她感慨颇深，“白鹭被
称作‘环保鸟’，向来是好生态的代名
词，河水复清得来不易。”

如何保护得来不易的好生态？惟
有法律与制度！

2015年6月1日，三亚出台了首
部地方性法规——《三亚市白鹭公园
保护管理规定》，明确权责，以法为盾，
约束商业活动及游园行为，并制定了
相应惩罚制度，确保让景于民，让绿于
民。

2015年8月，政府叫停地产项目，
改建生态公园，不少市民拍手叫好。
2016年9月28日，《三亚市河道生态
保护管理条例》和《三亚市山体保护条
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11月
1日起，鹿城两部生态法规正式施行。

此外，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等专家团队帮助下，三亚还先后制
定了《三亚河水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
14项部门管理规定，颁布了《三亚市

“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建设标准指引》
等6部技术标准和建设导则，树立生
态底线，杜绝占绿、毁河行为。

今年10月，三亚首个环境资源巡

回审判法庭开审首起案件，审理了育
才生态区一村民毁坏天然林种芒果的
案件。“这是三亚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
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说，通过设立巡回法庭，将进一步推进
就地办案释法，提升群众环保意识，达
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不断
提升环境资源法治公众参与度。

此外，三亚还启用了环保“黑名
单”，通过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环境污染“黑名单”，健全环保信用
评价、严惩重罚等制度，加大环境违法
成本，从而督促各方自觉履行环境保
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中央有要求、省委有部署、三亚
有责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这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
亦是维护‘最大优势’‘最大本钱’的
发展责任，还是民生责任。”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表示。为
此，三亚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100
条”，列出了一系列“禁止清单”，将生
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作为责
任的红线，在全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范围内停止开发新建外销房地产
项目等，“力争一年开好局，两年见成
效，五年大提升。”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双十行动”| 引领生态文明

问题导向 | 紧抓增绿护蓝

立法为剑 | 护卫绿水青山

三亚海棠区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为更好地开展生态修复、环境保护,于2018年4月初启动保护区界碑界桩埋设工作。图为最新设置的界桩。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三亚全面修复
废弃矿坑和山体

秃山变绿山
弃地成景观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绝壁上也能大面积长树长草吗？
能！你若不信，请来三亚市吉阳区新红村
的废弃矿坑前参观。

10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新红村
采访时看到，原本光秃秃的矿坑山体，新
植的草木泛出一抹抹绿意。近乎垂直的
新红村矿坑，草木是怎样“爬”上去的呢？

“去年开工以来，工人们搭起脚手架、
拉上安全绳，先在矿坑岩壁上凿出一道道
V型槽，接着往里面先放置土壤和有机养
分，然后种植乔木、灌木和爬藤植物。”三
亚市林业局营林与花卉科山体修复现场
负责人林维道出“秘笈”。

这样修复的山体还有不少。由秃山
变绿山的抱坡岭，是三亚山体修复大手笔
的代表作之一。

前些年，随着一波又一波采石挖山作
业，导致抱坡岭山体剥离出大片的岩石，
山体裸露面积达6.3万平方米，每逢大雨，
泥水、土石俱下。平时，很少有村民走进
这片触目就是“疤痕”的废弃之地。

转机终于来了。2015年，三亚成为
全国首个“双修”试点城市，抱坡岭也成为
三亚市首批山体修复试点之一。经过持
续两年多的山体修复工作，工人们在抱坡
岭共垒出了20层梯台，通过培土植苗和
采取海绵技术进行灌溉，逾20万株乔木、
灌木遍布山岭。

“就像做梦似的，现在的抱坡岭成了
景点，平时有好多市民和游客来参观呢！”
吉阳区抱坡村村民高晓妹看着郁郁葱葱
的抱坡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来自甘肃省的游客范喻喆，对着抱坡
岭拍摄着图片和视频，浓浓绿意简直要
漫出镜框。“太美了，太震撼了！”他感慨
地说，“前几年我到三亚旅游时经过抱坡
岭，那还是不忍直视的废弃之地，没想到
现在变成了‘满目青山夕照明’的一道风
景线！”

与抱坡岭类似的废弃山体，如今正迎
来旧貌换新颜的嬗变。

据三亚市林业局统计，2017年至今，
三亚投资8100多万元，对重要交通沿线
景观带的17个废弃矿山开展生态修复。
目前，已有15个矿坑完成修复、2个矿坑
修复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山体修复项目总
体完成95%，治理复绿总面积达到23.5
万平方米。今年三亚又新开工3个山体
修复项目，采用自然恢复工艺复绿8个山
体，总投资约300万元，年内新增复绿面
积7.3万平方米。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三亚的好生态，离不开从上至下
的精心呵护。

“三亚今年再次加大奖励力度，市
民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可获奖10
万元。”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说，三亚是
一座旅游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
市发展的根本，三亚正努力将每一个
市民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捍卫青
山绿水。

三亚也从不吝惜向污染生态的行
为开处巨额罚单。2016年，三亚河沿
岸4家企业因环境违法被处罚金共23
万余元；2017年，三亚查处6起医疗
机构污水超标、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
行为，处罚金130万元；2018年，三亚
针对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再次开
出百万级巨额罚款。

“实际上，自2017年1月至4月开
出的罚单金额就已超过往年全年。”三
亚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环保
执法人员对新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办
法、新环境影响评价法、新大气污染防
治法等环保法律法规的熟悉与运用，
三亚对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打击越来
越严厉，处罚亦越来越重。

政府的努力，市民看在眼中。“这
几年政府对环保越来越重视，涉及到
生态环保的反馈很快解决。”三亚市吉
阳区中华雅苑小区的居民雷平还记
得，2017年8月他居住的小区里开起
了一家食堂，油烟直接污染小区环境，
通过向环保部门反映后，“三无食堂”
很快被查处，“这让我们很受鼓舞，坚
定了保护家园生态的信心。”

家住红沙码头附近的吴秋弟忘不了
曾经码头上连片的海鲜排档，“油污、餐厨
垃圾直接往海里排，水面漂浮着一层油
污，臭气熏鼻。去年9月，政府对这一片进
行了全面整顿，拆除了17家违建海鲜排
档。到现在，码头上空气清新了，海水也
清澈了，码头环境好多了。”

2017年底，三亚制定了《三亚市
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细化明确了25项突出环保问
题整改工作。这些突出问题中，既有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中直接点
名三亚的问题，也有三亚在巡查中发
现的问题，“其中包括清理海棠区铁炉
港内的海上渔排，截至目前已经拆除
76家海上渔排，拆除面积达4.3万平
方米，港内已无正在经营的海上渔

排。”三亚市海棠区有关负责人说。
治污还需明白污从何来。三亚通

过在全市开展污染源排查，明确各区
水污染治理任务，重点海域实行综合
治理，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强化土壤污
染管控和修复，从严落实“河长制”，扎
实开展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全方位打
击违法违规排污行为。

全流域治污，三亚也更加重视农
村、城边村地区的污水治理。雅安生
态湿地净化水质，移动污水处理站各
显神通，这些灵活多样的创新治污模
式，也将因地制宜被复制到更广泛的
郊野乡间。今年三亚将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建设梅东村、崖州市场等农
村污水治理项目，争取两年内实现全
市491个自然村污水处理全覆盖。

今年三亚又新开工3个山体修复项目
采用自然恢复工艺复绿8个山体
总投资约300万元
年内新增复绿面积7.3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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