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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加强生
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推进退塘还林还湿
工程，种植红树林 4000
亩，加强沿海防护林建设
和珊瑚礁修复，落实林长
制、岛长制、湾长制

在4个地
级市推行生活
垃圾强制分
类，城乡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95%

全省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为

16微克/立方米

创 PM2.5 有监
测以来历史最好水平

全省主要河
流湖库水质优良
率为93%

我省清洁能源
岛建设加快推进，清
洁能源装机比重提
高至 62%，提前实现
“十三五”规划目标

我省将落
实清洁能源汽
车发展规划，加

快充电桩建设，确
保总体车桩比在
3：1以下

2
0
19

年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

良率为 100%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为96.7%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

“生态环境”可以转变成“生态经济”。
“比如在休闲渔业方面突出生态

功能，倡导渔事观光、赏鱼、捕鱼实
践、科普教育等丰富的旅游导向型休
闲渔业，严格落实凭证垂钓制度，实

施渔获总量限额制度，在推动休闲渔
业大力发展的同时，保证海洋生态环
境稳定。”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
副主席、海南省委会主委，海南省副
省长王路委员表示。

邓泽永建议，研究建立国家公园
生态补偿制度，调节相关者利益关

系，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
展新模式，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促进当地脱贫致富，走出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新路子，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新格局。

只有不断积蓄绿水青山的“能
量”，才能持续释放海南绿色发展的

生态红利。
“目前，基于良好生态资源的体

验型和参与型的旅游项目近年来发
展迅速，我认为这是发展可持续旅
游的良好机会。建议政府和行业机
构一方面进一步引导，鼓励游客建
立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多参与可持

续旅游。”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
裁朱鼎健委员认为，同时还应鼓励
更多景区发展可持续旅游，让游客
在体验和参与中感受可持续发展理
念，打造出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社会效益突出的可持续旅游精品。

（本报北京5月25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周晓梦
特约记者 孙秀英 通讯员 马立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
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我们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基础保障和特色
优势，切实保护好我省不可多得的

‘生态财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全力解决好环保工作
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问题；并要瞄
准‘三区一中心’的定位，加快建设
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力争为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5月25日，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书记毛东利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去年我省全部完成国
家下达的29个城市黑臭水体消除任
务。纳入重点治理的城镇内河湖水
体水质达标率88.3%，同比上升6.4
个百分点。全省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2018年、2019年分别下降
1 个单位，达 16 微克/立方米，创
PM2.5有监测以来历史最好水平，
半数市县PM2.5年均浓度达到国家
一级标准（15微克/立方米）。

天更蓝、水更清，生态法治建设
也更有底气——近两年我省在生态
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共制订、修订17
项省级地方性法规，使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创新举措于法有据、有法可
依。此外，我省当前正推进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禁塑”、清洁能源
汽车推广等三大“标志性工程”，推
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去年，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海南省开展了第二
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督察反馈
问题来看，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完善生态环保工作机制和问题整改
推进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必须狠抓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深入剖析问题、分析根源、找出症
结，加快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问

题得到切实解决。
“我们将以两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和整改要求为
‘镜子’，直面短板问题，全面强化生
态环境建设与污染治理工作，切实
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责任。”
毛东利表示。

据介绍，下一步我省生态环境
系统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健全
整改工作责任制，对反馈整改问题
逐一明确整改内容、整改实效、整改
时限和具体责任单位、责任人，挂牌
督战、举一反三，不折不扣将反馈问
题按时整改到位，以实际行动切实
扛起建设“美丽中国”的海南担当。

另一方面，我省生态环境系统

将坚决履行好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使命担当，持续推进实施标
志性工程，扎实做好正式实施“禁
塑”规定准备工作，健全完善“禁塑”
配套体系，严格落实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第一阶段任务，推动生态环
境质量再上新台阶。

毛东利表示，我省生态环境系
统将进一步在思想上高度警醒、行
动上高度自觉、落实上坚决有力，切
实保护好生态环境、解决好环境短
板问题、建设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让“两山”理念落地生根，推动绿
色发展，为建设海南自贸港营造世
界一流的生态环境。

（本报北京5月25日电）

我省代表委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践行“两山”理论 实现绿色发展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毛东利：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本报特派记者 周晓梦 李磊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加
强污水、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实
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出现了不少与生态有关的
“关键词”。

在京参会的我省代表委员
们表示，当前我省正在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要清
醒认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责任和紧迫任务，着眼长远，
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
态度，以问题为导向，采取有力
措施，努力把最强优势和最大
本钱守护好、发展好，让全省乃
至全国人民共享优良生态环境
带来的福祉，为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表率，奋力谱写美丽
中国海南篇章。

碧海蓝天、青山绿水是海南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也是子孙后代的“饭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
就，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的需求也
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海南玫瑰谷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代表直
言，在农业领域从事多年，让她充分感

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深有感

触。杨莹记得，玫瑰谷入驻三亚博后
村时，首先完成了土壤翻新、改良等系
列工作，而后园区在建设过程中，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基本理念，着力打造生
态循环农业，杜绝产生废水、废气和固
体废物“三废”问题，注重生态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愈来愈好，玫
瑰谷也越来越有名气。

海南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远不
止于此。从陆地到海洋，从湖泊到森
林，都蕴含着不可多得的“绿色宝
藏”。

“比如，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
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

大的热带雨林，资源极其宝贵。”省六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民
族宗教工作委员会主任邓泽永代表
说，海南热带雨林分布区域是海南岛
主要江河源头和重要水源涵养区，保
护好热带雨林对海南生态安全和永
续发展至关重要。去年1月，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方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
南）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迈出新的步伐，不断擦亮绿
色发展底色。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邓
泽永也向大会提出了《加快建立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
建议》。

“4·13”以来，海南持续推动“禁
塑”、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清洁能
源汽车推广等一批标志性工程落地。

“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将为海南争创世界一流的生态环

境打下基础。”海南省政协副主席，致
公党中央常委、海南省委会主委侯茂
丰委员认为，海南四面环海，具备逐
步消除“白色污染”的天然条件。他
建议，进一步落实“禁塑”，需提升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替代品生产能力，

并完善全生物降解材料制品溯源认
证制度。

此外，还有代表委员关注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工作。“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与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村
庄规划等工作统筹推进，加快建立相

匹配的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和
资源化利用的处理体系。”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书记邓小刚代表指出，要着力
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生态短
板，注重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杨莹表示，在现代农业发展的

过程中，要树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经验，如田间病虫害防治主要采用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配合
采用农业生态循环的管理方式实现
农业生产闭环，减少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负担。

擦亮发展底色 生态文明建设“迈新步”

抓实生态举措 推进标志性工程落地

培育绿色动能 “生态环境”变“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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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孙慧）
5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林业局
获悉，经过林业、科研机构等部门的保
护努力，海南长臂猿成功建立了第五
个家庭群，猿群总数超过30只，创40
年以来最高纪录。

近日，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本
园）及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共同
在国际保育期刊《Oryx》中撰文，确认
极度濒危的海南长臂猿在面积仅有
16平方公里的现存栖息地8公里以外
的一片森林，成功建立了第5个家庭
群，显示出这种全球最稀有的灵长类
动物拥有扩散到新栖息地的能力，为
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带来了新希望。

自2005年以来，我省林业部门共
改造修复海南长臂猿栖息地5000多
亩，种植各种长臂猿喜食的乡土树种
超过30万株。由于海南长臂猿只在树
上栖息不下地，我省林业部门还拨付
专项资金将保护区内高架电线转为地
下埋管通过，扩大了种群活动范围。
我省林业部门还长期对海南长臂猿实
施监测保护，及时掌握种群变化动态。

长臂猿的数量也在继续增加中。
在今年1月，由香港嘉道理和霸王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进行的海南长
臂猿同步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海南长
臂猿种群数量由1970年代历史低位
的少于10只，恢复至现时超过30只，
是近40年新高。

据悉，我省将依托海南国家公园
研究院平台成立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
中心，吸引国内外顶尖灵长类专家团
队和科研院所参与海南长臂猿保护。
此外还将制定海南长臂猿保护专项规
划，继续加大海南长臂猿活动周边区
域栖息地修复工作。

海南长臂猿主要栖息在热带雨林
中，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指示物种，按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规划，我省将
在公园区域内开展生态廊道建设，在
适宜的地方建设生态廊道，为海南长
臂猿构建迁徙通道，逐步修复破碎化
栖息地，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不仅在
地理上连为一个整体，在生态系统上
也连为一个整体。

海南长臂猿建立第五个家族群

猿群总数超30只
创40年来新高

基层连线

部门访谈

⬅ 日前，在海口西海岸，两只栗喉
蜂虎鸟在互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航拍临高
县彩桥红树林保
护区，成群白鹭飞
舞。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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