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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华洽会

■ 人民日报记者 丁汀

家门口要建新区，是好事还是坏
事？在位于东寨港自然保护区门口的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这
个疑问在村民们心里头盘桓了许久。

今年初，《海口江东新区总体规划
（2018—2035）》开始公示。看到公示方
案，村民陈杰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新区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以上。
已有的湿地不仅不破坏，还要修复。对
湿地里的村庄也有了产业安排。”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更是给村民吃了“定
心丸”。按照方案要求，到2020年，试
验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
水平，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
持在98%以上，守住909万亩永久基

本农田，湿地面积不低于480万亩，海
南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60%。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厅长丁
式江告诉记者：“海南2015年开始‘多
规合一’，对全省六类规划重叠图斑进
行了调整，全省32万公顷湿地整体划
入生态红线范围，实现了在一张蓝图
上增绿护蓝。”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杨保
军告诉记者，“实现人与自然高度融
合，从规划层面看，应该统筹考虑保
护好和利用好生态资源两个方面。”

江东新区规划统筹考虑了上述两
个方面，确保新区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
70%以上。在产业规划上，新区以开放
为主线，发展国际化自贸产业体系。建
设空港产业区，建设滨海CBD总部聚
集中心，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
球人才与资本聚集，促进创新创业。

在跨越全省多个市县4400余平
方公里的区域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怎么建？

《实施方案》要求，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制定
实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方案，组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统一管理机构。

1月23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
方案》）经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经反复论证，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海南岛中
部山区，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

海南省林业局局长、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夏斐告诉记
者，该部门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以及国家林草局的部署，开展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海南211万公顷林地、32万公顷
湿地全部纳入生态管控空间，其中一
级生态功能区（即生态空间）作为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二级生态功能区
（即农业空间）作为林业生产空间，也
承载重要生态功能。将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定额和森林采伐限额等约束
性指标纳入资源消耗上限严格控制，
确保海南实现2020年森林覆盖率和
森林蓄积量“双增”目标。

确保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
差，一方面要增强规划的严肃性。生
态红线是高压线，高压线就要通上电。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提出，将把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作为海南最强优
势、最大本钱，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上先行一步，绝不允许新上项目对环
境造成增量压力，建设生态环境世界
一流的自由贸易港。

在不突破底线前提下，对规划进
行动态管理。以林业为例，海南修订
发布《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
通过林地实时动态监测和年度变更
调查，全面掌握林地变化情况，真正
实现全省林地“一张图”管理。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提出，要以最
严的规划、最严的措施、最严的处罚、
最严的问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
海南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坏，
始终保持优良水平。海南省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等同步推进。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
空间规划局局长吴刚表示，将结合实
施方案的要求，在现有“多规合一”基
础上，探索机制创新，创建运行高效
的制度体系。 （原载《人民日报》
2019年05月27日14版，有删节）

海南“多规合一”，统筹保护好和利用好生态资源

画好一张图 保护劲更足

■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三沙设市7周年前夕，记者前往
这座我国地处最南端、海域面积最大、
陆地面积最小的地级市蹲点采访，看
到了渔民生活、生态环境变得更美好，
也感受到了三沙人浓浓的家国情怀。

在市政府驻地永兴岛上，医院、
学校、图书馆、邮局、银行、超市、水
吧、餐厅、快递一应俱全，电影院、健
身房免费向市民开放。

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局长陈
儒丰告诉记者，这些设施和商业网点
大都是三沙设市后建立起来的。目
前，每天有包机往返海口和永兴岛，
大型补给船“琼沙三号”和“三沙一
号”穿梭于海南岛和西沙，三沙告别

了物质紧缺、交通不便的日子；岛上
新建的电厂，每天24小时供电；渔民
聚居的岛礁建起了9座海水淡化厂；
三沙有居民岛礁已经实现了4G信号
全覆盖，今年4月，三沙首个5G基站
正式开通，三沙居民和内地居民同步
享受移动数字生活。

这些年的变化，渔民们有切身的
体验。去年三月，永兴社区居委会的
38户、150多位渔民，每月花1元租金
住进了政府建设的两层小楼。渔民的
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七连屿工委副书记邹志说，现在

岛礁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考验
驻岛人员意志的，主要还是心理上的
孤独感，还有对家人的思念。

“学了点本领，总要为国家做一
些贡献。”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驻医疗队队长王源江的这句话，或许
代表了驻岛人员的初心。

建设美丽家园，保护好一方净土
——三沙人有一种使命感。在三沙，生
活一天天在改变，环境也一天天更美好。

从设市开始，三沙市就禁止开采
地下水，禁止泡沫塑料上岛。每周五
是三沙市的爱岛日，这一天岛礁上的

男女老少会自发走出家门，清扫负责
片区，美化卫生环境。

高温、高盐，遍地砂砾，三沙岛礁植
树十分困难，但三沙人对绿化岛礁十分
执着。“在三沙种活一棵树，要用掉三个
人喝的水。”银屿居委会主任李连君告
诉记者，每个村民包干种活了十棵树。

七连屿西沙洲，像蓝丝绸上的一
块绿翡翠。西沙洲岛长符永介绍说，
西沙洲原来几乎寸草不生，阳光一
照，白花花一片，人都睁不开眼，14
年来，三沙人在西沙洲种活了13万
多株树木，现在，每年 6 到 9 月有

1000多只鸟上岛筑巢，海龟也开始
上岸产卵。

在北岛，三沙人专门为海龟设立
了保护站。北岛居委会主任兼北岛
海龟保护站负责人黄宏波介绍说，在
北岛，15位渔民，有8人在保护站工
作，每天在各个岛屿巡护海龟，以往
捕捉海龟为生的渔民，现在看到受伤
的海龟，也会主动送到保护站救护，
去年保护站救助了30多只海龟，在
北岛上岸产卵的海龟从15年的96
只，增加到去年的192只。

（据新华社三沙5月27日电）

南海家国情怀浓 三沙建设赋新章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不做“番客”，不懂乡情之深。自南
宋以来，一批又一批海南“番客”离乡谋
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遍布海南人的身影。原本充满
艰辛的下南洋海路，慢慢地成为资本回
流与人才输入的黄金航路。在海南的
发展中，华人华侨作出了重要贡献。

5月30日至6月2日，2019三亚
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以
下简称三亚华洽会）将在三亚举办。
这是三亚首次举办的大型华人华侨

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活动，届时近千
名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
侨、商会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将齐
聚鹿城，共同交流、共谋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三亚约有30万
华人华侨，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
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三亚的华人华侨主要分
3个阶段回国：第一阶段是1950年前
后，主要是马来西亚、泰国归侨，现有
149人，主要居住在海棠区南田居、
吉阳区南新居等地；第二阶段是
1978年至1979年，1000多名越南侨
胞回国，主要居住在崖州区南滨居、
育才生态区立才居和天涯区南岛居3

地；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三
亚建设发展，越来越多非三亚籍的海
外华人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来三亚投
资兴业，随后定居在此。

“目前，华人华侨在三亚投资占外
商总投资的85%以上，共有100多家
侨资企业，投资行业包括农业、旅游、教
育、高新技术等领域。”三亚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陈正光介绍，三亚正在致力
于投资环境和服务的改善，借助三亚华
洽会这个平台，加强与华人华侨的交流
合作，达到招才引智、引资促贸的效果。

据了解，三亚华洽会参会嘉宾不
仅数量多，还呈现出层次高、专业覆
盖面广等特点，既有国家政要、“两
院”院士等顶尖人才，又有华人华侨

优秀代表、企业家等优秀人才。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我相信

会吸引更多的华人华侨到海南投资兴
业。我很看好海南未来的发展，也希
望参与到海南的建设中，此次回国参
加三亚华洽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法国鹰天公司总经理蔡子鹰说。

“我们希望通过三亚华洽会这个
平台，让华人华侨更加全面地了解三
亚，选择在三亚投资，共享三亚的发
展机遇。”三亚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举办三亚华洽会，提高三亚招商
引资的质量和水平，在“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中发挥好牵头示范作用，在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标杆。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

搭建全面展示三亚的平台，吸引华人华侨投资兴业

以会为媒 招才引资

5月21日，通过立面改造的
定安县翰林特色小镇，变得更有
韵味。

近年来，定安县依托城镇建设，
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乡村设施，努
力为人民群众构筑和谐温馨的新
家园。特色小镇（翰林镇）建设项
目作为县级重点项目，总投资
6187万元，于2017年10月开工，
目前已基本完工。

该项目主要对翰林镇主要街
道两边的建筑立面与景观进行改
造、南北两端的入口节点等进行
建筑立面改造、道路铺装及绿化
景观、景观亮化、城市旅游基础配
套设施等工程。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张博 摄

小镇“梳妆”韵味足

琼海成立新能源汽车
推广服务中心

本报嘉积5月27日电 （记者袁宇）5月 2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科工信局获悉，为推动
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的互联互通、资源整合，琼
海市日前成立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心，并举
行新能源汽车与充电设施展示交流会，促进琼海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琼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军
君介绍，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心的主要功能在
于宣传推广新能源汽车，还将对充电桩等新能源
汽车配套服务设施进行宣传推广，为市民服务。

琼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心的成立，也
为琼海市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提供平台。在
该中心举行的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展示交流活
动中，共有来自特斯拉、蔚来、威马、荣威、吉利等
国内近20家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企业参加，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据了解，截至2018年底，琼海市共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213辆，完成建设充电桩177个，其中
公共充电桩142个。目前，琼海市已出台制定电
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收费标准，并利用多种方式
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宣传和推广。

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
自然教室开课了
将定期邀请专家讲授湿地知识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河水潺
潺、鸟声不绝，抬头可看绿，俯首可闻香……5月
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
获悉，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教室已正式
开课。自然教室免费对公众开放，并将定期邀请
专家前来授课，讲授湿地知识。

自然教室位于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内部，造
型独特，采用五边形的全木屋结构。除了坡屋顶，
教室四面没有墙壁，非常通透，屋内只有几条简易
坐凳以及白板，是真正身处大自然的教室。

日前，海口市长流中学摄影社的同学们在自然
教室里开启了第一课。在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同学们通过视频、拼图和实地观
看近距离认识和了解了“最美小鸟”——蜂虎。

海口市秀英区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李丽雅
表示，自然教室为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科普
宣教活动提供了平台，以提高学生“认识自然、守
护湿地、保护环境”的自主意识。

海南海事部门首次对国际船舶
开展船舶压载水取样检查

防止水生物转移
破坏海洋生态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宋国
强 郭萃 通讯员陈雷）海口海事局执法
人员5月27日对泰国籍货轮“塔斯科”
的压载水处理排放情况进行检查，并对
船上压载水进行了抽样送检。此次检
查是海南海事部门首次对进入辖区的
国际船舶开展船舶压载水取样检查。

据介绍，今年1月22日，《2004年
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管理公
约》（简称《压载水公约》）正式对我国
生效，该公约旨在防止船舶压载水带
来的水生物转移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
的破坏。海事局作为我国履行国际公
约的主管机关，按照《压载水公约》要
求，防止船舶压载水携带的水生生物
转移是海事管理中的重要职责之一。

为保证此次检查的顺利进行，海口
海事局提前谋划，密切关注辖区国际航
行船舶往来情况，重点检查从海洋生态
环境灾害发生地驶来的船舶；加强与代
理公司联系，确定船舶到港时间、船上
压载水排放和留存情况；积极与海南中
南标质量科学研究院建立合作机制，及
时送检压载水样、跟踪生物指标分析结
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详细检查
和严格抽样，本次检查工作顺利完成。

下一步，海口海事局将继续根据
公约要求加强对辖区国际船舶压载水
抽样检查工作力度，全力保障海南岛
的海洋生态环境持续良好，为海南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保驾护航。

早上好 good morning
中午好 good afternoon
晚上好 good evening
晚安 good night
A：你今天好吗？How are you today？
B：我 很 好 ，谢 谢 ，你 呢 ？ Fine， thank

you，and you？
A：你好，How do you do？
B：你好。How do you do.
很高兴见到你。Nice to meet you/Nice

to see you.

关注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

自贸英语角①
面向南海，放眼全球，海南正日益

成为国际化的发展平台。为帮助我省
居民提升英语水平，助力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本报特开辟“自贸英语角”学
习专栏，有针对性地提供生活英语、自
贸英语等文字和音频内容，为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营造浓厚的英语学习氛
围。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生活用语

扫
码
收
听
本
报
记
者

尤
梦
瑜
朗
读
的
英
语
音
频
。

高起点发展海洋经济，积极推进南海天然气
水合物、海底矿物商业化开采。

Adopt high standards to develop ma-
rine economy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and undersea minera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自贸英语

长流中学的同学们正在自然教室里学习。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供图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日前，海
口市社会文明大行动指挥部原则性
审议通过了《建立海口市民不文明行
为诚信个人档案工作方案》，明确海
口将以城市日常管理中常现的不文
明行为人和特殊职业人群为主抓对
象，建立与市民诚信分相关联的“不
文明”分和与之相匹配的志愿活动补

偿机制。
据了解，海口将制定不文明行为

管理办法，内容包括不文明行为内
容、行政处罚部门；特定职业人群种
类、职业准则、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社
会危害性的不同程度确定对不文明
行为人和事件的曝光规则，以及公安
个人数据中进行记录的原则；“文明”

修复的方式和抵扣“不文明”分的标
准等。

依据不文明行为整治管理办法，
由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
依规对日常不文明行为和违反职业行
为准则行为进行相关的处罚和计取一
定的“不文明”分。

同时，海口将打通个人“文明”

修复渠道，通过交通协管、环卫督导
等志愿者活动修复个人“不文明”积
分。社会主体“不文明”积分将与海
口今后推出的市民诚信分挂钩。下
一步拟将诚信分与市民办证、银行
贷款等日常活动的便利性挂钩，以
及特殊职业人员的后续升迁等职业
发展挂钩。

海口将建立不文明行为诚信个人档案
下一步或将与办证、贷款及职业升迁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