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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中
央、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对照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
方案》，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
境安全”为核心，推进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推动大气、
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极力
打造优良生态环境，留住绿水青
山，共享美好生活，加快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建设步伐。

儋州市委市政府指导相关职
能部门，编制全市 385 条河流
“一河一策”方案，以各级河长巡
河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儋州市委书记、市总河长袁
光平表示，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贯
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
水污染治理体系、保障水安全的
制度创新。各级各部门要联动起
来，切实保护好、规划好、利用好
生态水系，极力打造“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良好生态环境，做
到守河有责、护河担当、治河尽
责，留住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
山，不断满足儋州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

儋州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守
护绿水青山，始终保持优良的生态
环境，全市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
持续向好。2019年，儋州空气质量
保持优良，优良级天数占有效监测
天数的100%；水环境质量总体良
好，珠碧江等5条河流地表水环境
质量达标率100%，松涛水库南丰
库区、沙河水库等湖库水环境质量
达标率100%；大气降水监测数据
达标率为100%，降尘监测数据达
标率为100%；声环境质量符合标

准，各类噪声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
均达到相应指标要求。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表
示，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是保护水资
源环境，推进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
展理念贯穿于工作始终，全面扛起
保护河湖生态环境责任。时刻关注
河湖生态环境，坚决制止破坏河湖
生态环境行为，为海南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2019年，环境保护组织阿拉善

SEE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与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
公布“最值得关注的十块滨海湿地”
名单，海南儋州湾湿地入选。2019
年12月，公益林护林员陈正平在儋
州（新英）湾拍摄到全球濒危鸟类白
肩雕1只，这是白肩雕在海南首次
出现并被拍照，也是儋州修复遭受
污染、破坏的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
后，出现的喜人景象。

儋州按照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加大整改力度，大手笔修复被破
坏的生态环境。儋州市峨蔓镇因围塘
养虾，千亩潟湖湿地变成千亩虾塘，红
树林也惨遭砍伐。按照中央环保督察
组和国家海洋督察组反馈意见，儋州市
委市政府全力将千亩潟湖回归原貌，拆
除新盈农场违规虾塘2000多亩。儋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清奎说：“潟
湖湿地修复工程正在推进，补种红树林
面积已达40多亩，清除虾塘污染源，近
海渔业资源明显好转。”

近年来，儋州市生态环境局
注重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从多方面入手打击破坏生态环境
的违法行为，该局党组书记、局长
戴文达说：“健全环境污染申诉处
理机制，积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生态环境热点难点问题，既保
护生态环境，也保护群众的长远
利益，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9 年 ，该 局 共 接 到“12345”

“12369”投诉平台转来投诉件

554件，完成办结率100%。
重点整治非法开采砂石等破

坏生态环境违法乱象。儋州市开
发建设速度不断加快，非法开采
砂石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活动
一度猖獗，有的不法分子利用周
末、夜间，在偏远河段大肆非法采
砂，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儋州市政府率领有关部门加大打
击力度，从2019年至今，已破获非
法采砂刑事案件21宗，打掉非法

采砂犯罪团伙12个，摧毁非法采
砂、洗砂点17个。“村边过去有很
多采砂点，河床、河岸被挖得坑坑
洼洼，整治后，美丽珠碧江水清岸
绿，河岸美景又回来了。”儋州海
头镇枫根村村民符子林说。

职能部门联手，开展多项执法
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儋州市生态环
境局联合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开
展“散乱污”“矿山”“砖瓦厂”“搅

拌站”等执法专项行动，以及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开展整治生态红
线违法图斑。2019年，该局共出
动执法人员1948人次，打击关停
违法违规木材厂11家、塑料加工
厂3家，以及砖厂、石灰厂、废品收
购站各 1家；查封企业 2家，取缔
搬迁 1家；立案查处 56宗环境违
法行为，拟罚款500多万元；核查
各镇报来的170多家“散乱污”企
业的环评手续及环保设施。

儋州市投入巨额资金治理乡村
污水等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让
村民过上文明幸福的新生活。近
日，国家林草局正式发布第一批、第
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其中儋州
那大镇的屋基村、洛南村、石屋村等
3个村名列其中。

大力保护饮用水水源地，让广
大群众喝上干净水。儋州市生态环
境局加强松涛水库和南茶水库2座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在

水库敏感区域安放9个视频监控设
施，对水环境实时监控；建设南茶水
库一级保护区物理隔离网5公里。
完成乡镇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矢量
数据核定，全面排查28个环境问
题，儋州和庆镇巴总村、兰洋农场地
下水型水源地已完成立碑定界和物
理隔离网建设。

“儋州白马井镇重庆城楼盘后
侧和周边村庄，多地存在焚烧垃
圾现象。”接到群众投诉后，白马

井镇党委和政府立即行动，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消除了焚烧垃圾
现象。儋州市严禁露天焚烧秸秆
和垃圾，儋州市生态环境局配合
相关部门每月定时开展无人机巡
查 ，及 时 处 理 焚 烧 秸 秆 问 题 ，
2019年，儋州市农业农村局等相
关部门共查处焚烧秸杆 118 起，
公安部门刑拘 5 人。同时，严禁
在禁燃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结合建设美丽乡村，加快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改善城
乡人居环境。儋州投资 10.7 亿
元，建成片区生活垃圾转运站 4
座、33 个行政村共计 152 个自然
村的污水处理设施；推进“厕所革
命”，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厕改682
户；推进全市560家规模化猪场畜
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全市城
乡环境焕然一新，村庄生态环境
优美，市民安居乐业。

（本报那大6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郑鸿杰

加大环保力度 保持优良环境

解决热点问题 严禁破坏生态

治理乡村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郑鸿杰

儋州市建立政府主抓、政协民
主监督的有效机制，重点整治大气
面源污染方面的突出问题，扩大烟
花爆竹禁燃区范围，管控露天烧烤
等，防治大气污染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效。2019年优级天数312天，环
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省排名第8

名，比 2018 年第 9 名上升一名；
2020年1月至3月环境空气一级天
数为85天，优良率为100%。

加强烟花爆竹管控，扩大烟花
爆竹禁燃区范围。2020年春节期
间，扩大烟花爆竹禁燃区范围，各镇
增设限放区域。严格烟花爆竹销售
网点审批，在烟花爆竹禁放区范围
内，全面禁止销售烟花爆竹。各镇
政府和属地派出所加强对禁放区和

限放区的巡查，干部分片包干、分责
到人，进街、进村、进巷、进户，确保
烟花爆竹禁燃取得实效。多个部门
组成联合执法组，2020年春节元宵
期间，查处那大镇胜利路一处违法
储存烟花爆竹点，查扣烟花爆竹5
车。

儋州还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和禁
烧领导小组，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
引导群众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综合

利用秸秆，在中部、南部、北部各布
置一个点，做好秸秆的回收和资源
化利用。儋州市政协、儋州市农业
农村局和儋州市生态环保局等联合
对全市16个镇开展专项督查活动
48次，查处农户焚烧秸杆行为118
起。今年儋州分别与海南盛旭生物
科技公司、海南海化林业公司签订
合同，公司负责从田头收集、打捆、
装载、运送秸秆，目前海南海化林业

公司每天回收36吨秸秆，截至今年
4月30日，已在中和、新州等地回收
秸秆5000吨。

儋州推进“气代柴薪”，加快燃
气管网建设。全市3家管道燃气建
设公司共铺设燃气管网总长约230
公里，管道覆盖那大镇、白马井镇
等，2021年实现全市城市、乡镇、村
庄燃气全覆盖。

（本报那大6月4日电）

儋州对医疗废物废水处理
强化监管

筑牢防控疫情的
铜墙铁壁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郑鸿杰

儋州市全力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今年2月至今，儋州
市生态环境局强化对医疗废物和废水
处理监管，制定《儋州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医疗废物及废水处置应急预案》，
抓实抓好疫情防控，疫情医疗废物和
废水均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到目前为
止，全市共转运疫情期间全市医疗废
物 12.54 吨、一般医疗废物 147.27
吨。没有发生疫情传染现象。

儋州加大对发热门诊及医学隔离
观察点的检查力度，确保医疗废物处
置和废水处理监管到位。儋州市生态
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文达和分管
干部陈海明带领相关人员，深入儋州
市人民医院、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等4
个发热门诊，以及2个集中医学隔离
观察点，现场细致检查医疗废物和废
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要求4家医院
必须按规范做好疫情医疗废物的收集
处置，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防
止疫情传染扩散。

强化对留置观察点的管控。针对
留置观察点存在口罩等废弃物处置不
当等问题，儋州市生态环境局协调儋
州市卫健委等部门，联系医疗废物处
置公司益丰达公司，把医疗垃圾收集
箱安放到位，每天及时清运医疗废
物。2月1日，戴文达和陈海明带领相
关人员，到4个留置观察点现场监督益
丰达公司安放专用医疗废物收集桶，
要求严格按照医疗垃圾转运规定转运
医疗废物，每天按时报送转运台账。

做好120救援中心洗消站医疗废水
及医疗废物回收处置。2月16日，儋州
市生态环境局接到儋州市卫生防疫站电
话，要求派人指导东成120救援中心洗
消站做好医疗废水及医疗废物回收处
置，该局立即向专家电话咨询，随后到东
成120救援中心洗消站，现场组织回收
处置医疗废水及医疗废物。

今年1月底至今，儋州市生态环
境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人次，检查医
疗机构和污水处理厂16家。全市各医
疗机构的医疗废弃物收集符合国家收
集处置规范，定期清理消毒，台账清楚，
转运及时。污水处理厂都能做到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消毒药品投放到
位，消毒效果良好，实现达标排放。

（本报那大6月4日电）

儋州禁燃烟花爆竹，禁烧秸秆垃圾

堵住污染源头 守护清新空气

儋州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留住秀丽山水 共享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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