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旗定向，作出表率——
开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新征程

霸王岭上，仲秋风高。
阵阵林涛送来一则好消息：来自省

霸王岭林业局的巡护员陈庆，摘得不久
前颁布的2019年“桃花源巡护员奖”，
成为全国仅10名的获奖者之一。如
今，包括这位“老林业人”守护的霸王岭
在内，我省中部林区将“升级”成为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翻开全新的绿色页
章，释放更多绿色能量。

从山林，到田草，再到湖海，一处处
生态系统所迸发出的活力，都成为我省
生态环境保护发展之路的鲜明注脚。

去年4月，我省迎来生态文明建设
新的历史机遇。在中央12号文件中，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被单独提出来，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成为海南新的四
大战略定位之一，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探索新经验。

举旗定向，路在前方。
把海南建设成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是中央对海南的要求，也是海南人
民的殷切期待。我省在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新征程上，昂首起步。

正如省委书记刘赐贵要求，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对标世界生态环境一流地
区，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
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和担
当，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
能变差，精心呵护好海南这片青山绿
水、碧海蓝天。

一年多来，海南全省上下持续以更
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禁塑”成为首批12个先导性项目
之一，“禁塑令”明确到2020年底前，全
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袋和塑料餐具；

出台《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
划》，在全国率先提出“2030年全面禁
售燃油汽车”；

施行新的《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谋划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
排放制度；

推动国六标准轻型汽车上路，结合
实际多措并施，减少汽车尾气污染排放；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完善配套
机制，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向

“有实”落实；
通过机构改革，整合过去分散化、

碎片化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加强管理
职权，建立起大环保管理体制……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面对新机
遇，海南没有理由松懈。

去年年底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要把保护好生态环境作为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基础保障和特色优势，严格落实源
头把关责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
齐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

今年4月13日，省委召开七届六次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海南省委关于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
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下坚实
基础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深入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省长沈晓明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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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督企到督政，随着《海南省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
细则》、海南省市县党政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举措的实施，地方
政府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增强了危机意
识，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分量，有效促进环境
保护工作顺利推进。

开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新
征程的海南，正步入更有底气、更有条
件走绿色发展之路的新阶段。

深植厚培，架梁立柱——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

先行一步

“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今年初，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要通过试验区建设，确
保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
变差，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
感进一步增强。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方案》，海南要在跨越全省多个市
县440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设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全省211万公顷林地、
32万公顷湿地全部纳入生态管控空间。

目标的实现，源于积累的蜕变。
去年，我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98.4%，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由
上年的18微克/立方米降到17微克/立
方米；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
达到或优于III类，完成29个城市黑臭
水体消除任务；海口市荣获全球首批国
际湿地城市称号……

这些数据背后，事关百姓民生福
祉，影响海南在未来发展竞争中的优势
和制高点。

绿色发展理念，需要绿色践行。从

另一个角度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
要求，在重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
观、发展观。

2018年起，我省正式实施新办法，
取消12个生态敏感区市县地区生产总
值考核，发挥“绿色指挥棒”作用，从源
头、制度层面为保护生态树立导向，让
生态考核成“必答题”。

没有制度保障，绿色发展理念就是
空中楼阁。新的考核评价机制，正是构
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中的
一根“大梁”。

当前，我省正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架梁立柱——铺开排污许可证管理制
度试点工作，探索建立企业环境行为

“一证式”管理模式；出台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生态
环境“公地悲剧”；开展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试点。

生态环保领域的法治建设，同样在
深植厚培、稳扎稳打——我省在推动出
台《海南省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
规章的基础上，持续不断积极推动环境
保护地方立法立、改、废，完善我省环境
保护法规制度体系。

树立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我省不断
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体现在全省
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和部署中。

2017年9月，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审
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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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永久停止中部生态核
心区开发新建外销房地产项目。随后
不久出台的“双暂停”政策中明确，五指
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四个中部
生态核心区市县，永久停止开发新建外
销房地产项目。

深化“多规合一”改革也在不断深入
推进。当前，我省在“多规合一”奠定的
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抓紧开展划定“三线
一单”工作，抓住管控这一核心，通过划
框子、定规则，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矩立
在前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划定环境准入负面
清单，严格控制城镇开发和产业园区边
界，严禁生产、生活空间挤占生态空间，
对重要生态空间进行严格保护。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海南聆听绿色发展的时代之声。

近年来，我省持续出台的系列生态领域
新规和不断完善的制度措施，目的在于
搭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引领我
省生态保护驶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立根固本，常抓不懈——
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短板

“黄花梨”“污水”“垃圾山”……

今年7月11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
会议上，播放了《珍稀树种为何难逃
厄运》《海口、万宁等市县生活垃圾处
理场实况及存在问题》《我省村容村
貌、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负面典型》等
3段视频，并一一剖析生态环境整治
负面典型案例，让不少在座的领导干
部红脸出汗、印象深刻。

不时曝出的环境案件时刻提醒人
们，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短板，确保生态环境
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需要更大的
力度、更严的举措。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
响。

去年4月，省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联合指挥部成立，旨在负责统一推进
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作，握指成
拳，做到高效权威、联动一体，形成攻坚
合力。

两个月后，《海南省深化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印发，强调要结合海南实际，持续
深化六大专项整治行动，着力解决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此外，一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风暴
正在全省铺开。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清理畜禽粪污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改造农村厕所……每项具
体工作每个目标任务都要求落到实处，
见于实效。

统筹开展一系列行动，无疑需要定
力和系统思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补齐生态短板，既是改善环境民生的迫
切需要，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
之急。

7月11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
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文明
建设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通过主题教育
深刻认识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治
理工作是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维护人民群众
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各级党委政府的
最重要职责之一，必须持之以恒抓紧
抓好。

这是一场立下决心之战，更是一场
常抓不懈的持久战。对海南而言，对生
态环境的严格管理和精心呵护，离不开

“良医上门”、把脉治病。
今年 7 月 14 日，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海南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对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进行“工作体检”，为
解决环境问题、补齐生态短板带来
重大契机。

结束为期一个月进驻工作后，督察
组共向我省累计移交群众信访举报件
3877件，问题分别涉及土壤、大气、水、
生态、噪声、海洋等领域。对督察组指

出的问题，我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坚
决整改，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营造世界一流的生
态环境。

猛药治痼疾，良方促长效。
当前，我省紧抓完成问题整改工

作，全力解决环保工作认识和推进
不够、海域岸线自然生态和风貌破
坏明显、部分自然保护区管护不力
等问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必须印刻在头脑中，体现在行动上。

去年12月，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要落实好省委七届二次全会通过
的生态文明建设30条决定，充分发挥

“多规合一”引领发展和对资源配置的
指导、管控作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优化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顶层设计。对所有
新上项目，要坚持从快审批和严守底
线相结合，如果突破了生态底线，即使
能带来再多的税收、再多的GDP，也坚
决不上。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

海口市美舍河、鸭尾溪、东湖附
近的居民，见证着水体治理工程带来
的改变，感受到诗意栖居；三亚抱坡
岭等受损山体的“光头山”，变身美丽
花园，以浓浓绿意与城区内的湿地公
园遥相呼应；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游、中部市县的森林生态旅游项目，
成 为 人 们 节 假 日 出 行 选 择“ 打 卡
地”……

在海南生活的群众心目中，生态渐
渐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大地
披绿”到“身边增绿”和“心中有绿”，不
断增加的生态产品供给极大增加了百
姓获得感，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也不断渗透于各方共建共享的方方
面面。

据了解，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
集团将发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方面的优势，与海南一道在保护绿水
青山的前提下打造面向未来的现代智
慧服务业，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构建数字经
济基础。

“少吃祖宗的老本，不砸子孙的饭
碗。”

当前我省以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围绕优良的自然环境
和生态底气，推进“百镇千村”建设，
培育和壮大十二个重点产业，推动现
有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型
转变，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不断擂
响发展机遇的鼓点，让绿色成为发展
新风尚。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

一年多来，我省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努力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绿水青山最关情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系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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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保亭县响水镇金江居遗失公章一

枚，名称：保亭黎族苗族响水镇金

江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办公室，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建泰富（海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营业执照一正二副，

代码9146 0100 3959 7009 43；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二正二副，编号

为D246023504、D346023501；安

全生产许可证一正二副，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广告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

注销公告
保亭电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表决通过，决定注销公司。清算组
现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
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联系人：苏小花。地
址：海南省保亭县保兴东路保亭供
电局 电话：13876223468

保亭电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9月13日

公告
我司开发的宝信四季春城小区0
＃、7＃、8＃地块（一期），4＃地块
（泉倾天下），2＃地块（五期），6＃
地块（六期），1＃、3＃、5＃地块（三
期、七期）所配套的地下室停车场、
会所、物业用房、温泉水厂及管网
均为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属全体业
主所有，我司无所有权和使用权，
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变更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育才幼儿园自2019
年6月1日起拟将幼儿园法定代表
人及举办者由林芝变更为陈玲玲，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澄迈农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和法人（王学
帅）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秀英壹陆陆通讯店遗失联通
收 据 ，收 据 号 码 ：38883501-
38884000； 39101001-
39101500；联通3G发票，发票号
码：00051501-00051600；电信缴
费发票，发票号码：00177501-
00177550； 00174951-
00175000，声明作废。
▲三亚好润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原预留在三亚农商银行营业部
的预留法人印鉴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亚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代
码 ： 4600192130， 票 号 ：
00145668，特此声明。
▲薛天仁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洋浦
字：462000003421号，特此声明。
▲保亭保城驰飞货运站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九工程开发总公司海南公司
遗失公章和法人章（肖云）各一枚，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三亚天行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注册
号 9146020078663387XH）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注册资本减少，由原注册
资本643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
报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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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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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海南鼎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9月23日10
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公开拍
卖下列标的：海口市和平大道35
号蓝岛康城2号楼1A-1-1房，建
筑面积为 243.07m2。展示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
止。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
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8585002 68585005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注销公告
三亚豪瑞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经海南联信网络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在《海
南 日 报》A10 版 刊 登 了（第
20190917期）拍卖公告。根据委
托人的要求，该公告标的名称第三
项“海南西岭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现更正为“海南西
岭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
面积约为53.23亩40年土地承包
经营权”。其他公告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3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979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吴丽秋
与被执行人李正南、吴秀琼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
的（2019）琼0105民初1930号民
事判决书。现因被执行人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将琼山国用（东山）字第0638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过户
到吴丽秋名下。如对上述土地权
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售房公告
现有金盘路商铺出售，建筑面积约

40-1000M2不等；部分铺面已出

租，带租出售。有意者，按以下方

式联系，联系人：邝女士

电话：0898-66825975

▲海口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机关工会遗失工会组织机
构代码证，代码：76745194X，声明
作废。
▲海口润广生生物信息咨询有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JGMH7C）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发
票代码：046001800104，发票号
码：01004536，特此声明。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遗 失 ， 代 码
（12468845793135385A），现声明
作废
▲符阁麟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昌洒
镇昌新村委会西郊村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6）文昌市不动产
权第0005054号,特此声明。
▲黄守辉等三人遗失坐落于文昌
市东郊镇椰林村民委员会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3）
第02345号,特此声明。
▲琼海嘉积兴贤工程部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美兰监狱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410000152801，声
明作废。
▲海南金鹿楼宇设备有限公司原
公章作废，即日起启用新公章，特
此声明。

▲梁振充不慎遗失海口外滩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收据三张，收据编
号：HN1845911,金额:71383元；
收据编号：HN1820980,金额：
428297 元 ； 收 据 编 号 ：
HN1820981,金额：14元。特此声
明作废。
▲左战岐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江南乐居A1栋
809房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
单一张，票据号：0010453，金额：
530元，声明作废。
▲江淮牌轻型厢式货车琼D63275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7600043776，声明作废。
▲车红、曾涛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
公馆房款收据两张，收据编号：
0006769，金额：290000 元；收据
编号：0007670，金额：9912元，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吴岳
律师遗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
师 执 业 证 ，证 书 编 号 ：
14601200410215831，流 水 号 ：
10715811，声明作废。
▲敖翠琼遗失就业登记证，证号：
4699000012002181，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睿言干洗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证 号 ：
460107600005324，声明作废。

■■■■■ ■■■■■ ■■■■■

“生态田园风”遇上
“国际范儿”，会激荡出别
样火花。

今年3月，博鳌亚洲
论坛 2019 年年会期间，
“美丽乡村会客厅”开门迎
客，让众多世界著名企业
负责人在田园风光和绿水
青山间敞开心扉、感受诚
意，在和煦微风和蓝天白
云见证下频频握手、敲定
合作事项。

这是海南绿水青山闪
耀光芒的时刻。

当前，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正迎来新机遇，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不断努力构筑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高度。

“机者如神，难遇易
失。”

2018 年 4 月 1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
海南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上先行一步，为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一年多来，海南牢记
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毫不
松懈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迈
出新步伐，为绿色发展描
绘好生态底色。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