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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渔排经营者实现转产转业，是
渔排清理背后更深的现实需要。“今后
新村镇将着力在南繁渔苗基地、海洋牧
场建设和深水网箱养殖等产业上发力，
帮助更多村民转产转业。”林治介绍。

6 月 13 日上午，新村镇工作队
将首批 6家渔排拆除，其中就包括

53岁的林芳海家的渔排。
林芳海手机里存有一个视频：一望

无际的海面上，悬浮着多个深水网箱。
“几年前我就响应政府号召，到海

上开展深水网箱养殖，并且安装了实时
视频监控，海上一有异常情况我第一时
间就可以知道，管理很方便。”林芳海

介绍，这次他也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同
意将自家在新村潟湖的渔排拆除。

近期，陵水县委出台文件表示，陵
水将要做大海洋产业，打造海洋牧场；
加快推进海南陵水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建设，高标准建设好国家级海洋牧
场，试点研究生态渔业的固碳机制和

增汇模式。
同时，该文件还提出，争取海洋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到 10%以上。可以预见，海洋产
业的转型升级，将为陵水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群众的转产转业打下更为
坚实的基础。

加强“两湖”生态修复

陵水清理拆除新村潟湖违规渔排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湖面波光粼粼，一叶小舟摇曳其
上，几名工人手拿长杆，飞快从水上
掠走塑料袋等生活垃圾。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
村镇新村澙湖看到的场景。

每一天，工人们都会驾驶“垃圾
清运船”在湖面打捞垃圾。这是陵水
为修复新村潟湖、黎安潟湖生态而开
展的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一部分。

“这片滩涂活了！”在新村澙湖岸
边，正在散步的村民陈强拿出手机，

通过相片向记者展示了新村潟湖的
变化：从前，滩涂积满黑色淤泥，生活
垃圾堆积如山，水体发黑，岸边荒凉
没有植被；而现在，白净沙滩映衬着
碧海蓝天，红树林中鹭鸟翩跹而飞，
孩子们在沙滩中追逐嬉戏。

“在家门口吹海风、玩沙子，仿佛
回到了从前。”陈强说。

群众的欣喜，也是对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修复成果的认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村
民环保意识淡薄，不合理利用水域
资源,新村澙湖的生态变差：水质下

降，暗滩脏乱，被侵刷……现实面
前，人们幡然醒悟，靠破坏海洋生态
环境换来的发展，不可能长久。从
2016年起，陵水从严守生态红线出
发，成功申报国家蓝色海湾治理项
目，对新村澙湖和黎安澙湖进行系
统治理。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新
村澙湖与黎安潟湖正在逐步恢复净与
美。”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代建公司
工程师杨全武仍记得初见“两湖”的第
一印象：湖面上飘满垃圾，湖底生态系
统破坏严重。经过检测，“两湖”水质

呈现三类水质特性，磷含量超标。
“以生态唤醒生态，是我们根本

的治理理念。”杨全武介绍，陵水通过
截污、治淤、生态修复等措施，标本兼
治治疗“水体病”，重塑“两湖”生态之
美。在治理过程中，他们以种植红树
林来防控水土流失，稳固滩涂；以增
殖当地贝类来吸附水体中泥沙；培育
本土沉水植物来净化磷污染……这
些生物取之、归之、融之于自然，逐步
修复水域生态系统。

“随着治理工作的开展，‘两湖’
变化很大，引来水鸟啄食，鹭鸟翩

跹。甚至还有新人专程来这拍摄婚
纱照。”杨全武介绍，目前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已见成效，已完成治理的水域
恢复清澈，碧波荡漾，通过自动检测
系统可发现水体稳定保持二类水标
准。“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推进治理工
作的过程中，周边居民提升了环保意
识，积极参与水体修复工作。”

“‘两湖’迎来了新生，我们也要
贡献一份力。”陈强说，现在村民也不
再随意向湖中和滩涂投放垃圾，经常
主动参加垃圾清理工作。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

陵水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提升新村、黎安潟湖水质

浊水变清波 引人拍婚照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未入村子，便闻到村道两旁飘来
的荷花芳香。步入村中，更令人心旷
神怡：硬化村道干净整洁；垃圾分类
收集屋摆放着分类垃圾桶；家家户户
利用房前屋后种着百香果、鸡蛋花、
诺丽果以及地瓜叶、蒜苗、茄子等，清
静幽雅。

这是6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广郎村看到
的场景。

“现在习惯了干净整洁的环境，再
让我回到过去‘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
我都受不了。”广郎村村民陈海清一
年前刚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他说

道，不仅钱袋子要鼓起来，生活环境也
要靠自己的双手变得美丽起来。

和陈海清家一样，记者走访了
好几户村民，发现尽管他们的家内
装修算不上高档，但整个庭院都打
扫得干净整洁。家中还摆放着两个
垃圾桶，分别标示“可腐烂垃圾”和

“不可腐烂垃圾”。
广郎村村居环境的变化始于“美

丽农家小院”的建设。近年来，为助
力农民增收，打造美丽宜居的村庄环
境，广郎村立足实际，在民心上下功
夫，在庭院上做文章，在村风上立规
矩，推进庭院经济“五个一”建设。

如今在广郎村，家家户户都有
“一块菜地、一片林地、一个果园、一
群畜禽、一个瓜棚”。由“美丽农家小

院”开始，广郎村进一步美化、绿化、
净化村居环境，使美丽整洁的环境
由院内传到院外。

“‘美丽农家小院’建设工作得以
顺利推进，还得益于党员的带头作
用。”提蒙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广
郎村组织12名党员开展“党群心连
心”活动，联系全村46户农户，共同
解决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污水处理、
路灯照明、环境卫生和庭院经济等问
题89条，密切党群关系。

同时，党员们入户发动村民因地制
宜，利用庭院方寸之地种植本地经济树
种、瓜菜和圈养家禽。还通过与村民共
同制定“村规民约”，开展评选“星级庭
院”和建设“爱心超市”等，鼓励村民积
极改善村庄环境，提高文明程度。

村民文明程度的提升，可以从一
个修路的例子中看出。走入村中，一
段3.5米宽的水泥路从两个庭院间穿
过。新修的院墙上，写着大大的两个
字——“让路”。“过去这只是一段宽
约半米的泥路，别说开车，人走起来
都不方便。”村民介绍。

两个院子的主人分别是村民李关
弟和江宽雅。当得知村中要进行村道

改造、美化乡村环境时，他们二人便主
动将自家的院墙向后撤建，一段宽阔
的村道得以建成，方便了村民的出行。

“如今村口已修建了停车场，下
一步广郎村将继续美化环境，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赏玩，努力形成农旅结合
的乡村旅游产业。”提蒙乡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

陵水广郎村推进“美丽农家小院”建设

鼓了腰包 美了环境

陵水生态环境局加强环境执法

今年已开出76万元罚单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海南日报记者6月20日从陵水黎族自治
县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加强环境执法
监察，强力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在严厉打击违法排污方面，该局重点解决群
众关注的环境热点难点问题。对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依法分类处置。据统计，今年来，该局共行政
处罚3宗环境违法行为，立案3宗，行政拘留1人，
处罚金额共76.53万元。

在海上渔排餐厅专项整治方面，该局上半年
共出动33人次，联合相关镇政府对黎安、新村潟
湖海上餐厅开展调查和检查排污情况，目前黎安
镇2家海上餐厅已拆除完毕；新村镇1家海上餐
厅已被停止供应生产用电，1家已停业，8家已完
成环评备案登记。

该局还加大对重点污染源企业自动监控能力
执法检查力度，今年上半年对县污水处理厂、县人
民医院、雅居乐污水处理厂、金水橡胶加工厂、椰
海毛纺厂的自动监控工作不定期进行检查，共出
动25人次，处理企业自动监控系统存在的问题，
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目前，该局已对县人民医院
污水站处理工艺及自动监控设备运维管理存在的
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对存在氨氮超标等违法行为
立案查处；责令县垃圾填埋场对检查发现的污水
处理站在线自动监控问题,及发现同类问题的辖
区内企业进行整改。

同时，该局加强加大对汽修、医疗、混凝土等
行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整改力度，要求相关企业规
范存放危险废物，上墙相关管理制度，张贴相应的
标识；加强日常监管，督促整改到位。

此外，在着力解决信访问题方面，该局目前共
收到12345平台投诉举报305件，均按照要求进
行处理，处理率100%，充分保证群众的诉求依法
得到有效解决，并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当事人。

落实河长制部署

陵水多个乡镇开展
河道整治工作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为落实河长制工作部署，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目标，近日，陵水多个
乡镇积极开展河道整治工作。

6月19日，文罗镇组织各个村的河道巡查员
开展河道垃圾清理工作，对辖区河道的垃圾、杂
草等进行全面清理清运；18日，英州镇组织鹅
仔、高土、田仔、赤岭等村出动180人次对英州河
及其他河流排沟进行河道淤泥、垃圾、水浮莲的
清理，共计清理河道淤泥、垃圾、水浮莲等70吨；
18日，提蒙乡在陵水河开展“清河行动”，共清理
河道1.5公里。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推行河长制工作
的知晓度，营造全民参与治河、护河的良好氛围，
椰林镇在桃万市场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发放宣
传册等方式，宣传河长制工作，讲解保护河道的意
义。提蒙乡河长办联合乡团委、综合执法队在镇
墟开展河长制宣传活动，通过IED屏、发放宣传
单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河长制意义、节水知识、河砂
资源保护等河湖保护知识，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100余人次。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做好县域内河
道的环境卫生整治对该县的河长制工作落实有着
重要意义，下一步陵水将继续加强此项工作力度，
努力杜绝家禽在河边饲养现象；同时加大巡河力
度，开展日常巡河工作，加强打击水上违法建筑的
力度，确保水生态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结实好用还便宜

陵水推广使用
生物降解环保袋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通讯员林婵婵）“这次买菜用的塑料袋，不
仅环保，也更厚更结实些。”6月20日，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中心农贸市场一个蔬菜摊位前，买菜的
市民孟洁注意到商贩提供了新款塑料袋。

孟洁所使用的塑料袋正是生物降解环保袋。
自我省出台“禁塑令”以来，陵水加大贯彻落实力
度，加强宣传，限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使
用。连日来，在相关单位引导下，陵水县城区域的
超市和农贸市场商贩等纷纷将一直以来使用的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替换成生物降解环保袋。

据了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一般的处理
方法是填埋或者燃烧，可能会导致土壤和大气污
染。而生物降解环保袋采用的是高密度聚乙烯材
料，符合标准生物降解型膜包装制品的要求，最快
3至6个月便可自然降解。

目前，陵水除了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还通过
专业公司海南“帅袋可降解环保袋”陵水运营中心
向群众推广使用生物降解环保袋。该公司通过在
环保袋上印上部分商业广告，平摊制造成本，降低
用户使用成本，达到推广目的。

该运营中心总监张军介绍，目前这类生物降
解环保袋成本价是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的3至
5倍，但经过成本分摊，最终到达用户手上的价格
约是大号每个6分钱，中号3.5分钱、小号2分钱，
相较商户购买环保不达标、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袋，最高可节省五成成本。

“以往都需要2个袋子装海鲜，现在用1个就
够了。”陵水县中心农贸市场海鲜商贩黎亚芦说，
生物降解环保袋结实好用又便宜，他们现在基本
都自发用上这类环保袋。

据介绍，目前生物降解环保袋推广使用范围
还仅在陵水县城，下一步将逐步延伸至全县其他
乡镇。

本报椰林6月20日
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近日，陵水黎
族自治县启动新村潟湖
养殖渔排清理拆除工作，
以保护潟湖生态环境。

因新村潟湖、黎安潟
湖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近年来，陵水在这“两湖”
区域启动了退塘还湿还
林、红树林补种等工作。
此次行动是陵水加强“两
湖”生态修复的新举措。

新村潟湖、黎安潟湖如美丽的双
眸点缀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山海之
间，蓝色湖面上排布着大大小小的渔
排，是疍家群众长期休戚与共形成的
特色民居。

“10多年来渔排无序养殖，现在
的湖水没有我小时候那么清澈了。”自
小生长在新村潟湖畔的村民林芳海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

潟湖水生态环境的变差，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渔排养殖、鱼虾塘养殖等
人类活动不断增加，入海污染物总量
超过了潟湖环境容量。

“继鱼虾塘退塘还湿还林、红树
林补种等工作逐步开展之后，‘两
湖’养殖渔排和海上餐厅的拆除成
了下一步重点推进的工作。”陵水环
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需要将“两

湖”渔排的数量控制在环境可承载
的范围内。

6月18日上午，正值休渔期的新
村港（该港水域即新村潟湖）码头行人
络绎不绝，渔民乘船往来于码头与渔
排之间。更远处，养殖渔排鳞次栉比
浮在湖面上，红屋顶白板墙黑网箱交
错杂织。这是陵水有名的海鲜美食
旅游点。

“新村潟湖上总共有 916 家渔
排，拆除哪些、保留哪些，是首先考
虑的问题。”新村镇镇长林治透露，
经过前期的全面摸查，发现在这916
个渔排中有437个并没有办理海域
使用证。“清理的重点是没有办理过
海域使用证的、有海域使用证但群
众自愿退出的以及处在禁养区域内
的渔排。”

陵水启动新村潟湖养殖渔排清理
拆除工作后，记者走访该湖所处的新
村镇发现，当地政府对渔排污染问题
严格“切一刀”，而在工作方法上又严
防“一刀切”，清理拆除工作开局取得
良好成效。

渔排也是当地疍家文化的一种展
现。数百年来疍家群众在渔排上生产
生活，渔排成了“咸水歌”“疍家美食”

等特色文化的载体之一。合理地规
划、保留、使用渔排，牵涉到了传统文
化的传承问题。这也要求对于疍家渔
排，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

“新村潟湖划定有禁养区、限制养
殖区和适合养殖区。在禁养区内的渔
排我们要坚决清理，限制养殖区和适
合养殖区的渔排也会做合理的规划与
控制，既要保护环境，也使得这种传统

民居能更好地传承下来。”相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

养殖渔排的另一头，则关系着上
千户家庭的生计。“一刀切”既无必要
也不现实。

“拆除之前，镇政府先出了公告，
然后召集渔民开会，村干部走村入户，
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理解政策。”林治
解释说，政府采取分类处置，目前没有

养殖或少量养殖的渔排首先拆除；大
量养殖的给予一定期限让群众将这批
鱼卖掉再拆除。

细致的工作，换来群众的理
解。“渔排过于密集，不仅对环境有
污染，也不利于养殖鱼的生长。”新
村镇临高村村民苏生堂成了第一
批签下协议，同意拆除自家渔排的
渔民。

修复生态 重点清理三类渔排

不搞“一刀切” 合理保留顾及民生

长远规划 将助部分退出者转产转业

洁净美丽的广郎村。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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