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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在碧水银滩、椰风海
韵的海南东海岸，文昌的
生态环境之美历来为五
湖四海的游客所称赞。
近年来，为确保生态环境
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
差”，文昌市委、市政府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把生态环
境建设这项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作为
重点任务来抓，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增进
民生福祉。

2019年，在国家生
态环境部、财政部对全
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
价中，文昌在海南各市、
区、县中，综合考核结果
得分0.96，排名第一位。

“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文昌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云大诗表
示，文昌将始终保持压力
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奋
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为全国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贡献文昌力量。

问题导向，着力补齐短板

“瞧，这里就是清澜片区的八门
湾红树林，郁郁葱葱，深呼吸一口，
空气多么清新！”5月30日，文昌市
民林宏领着外地亲友游览文昌时，
忍不住当起临时“导游”，自豪地介
绍道。

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海岸线生
态环境修复和整改，文昌动了真
格。其中，为持续修复林地湿地，近
3年来，文昌累计安排资金2.1亿元

用于退塘还林还湿。截至目前，清
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完成退塘
还林还湿面积9226亩，并在适宜种
植红树林区域恢复造林1548亩。

为科学有序推进冯家湾生态环
境整治，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晓桥曾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推进冯家湾水产养殖
污染整治工作，到冯家湾实地调研，
召开座谈会与养殖户深入交流，并

出台《文昌市冯家湾水产养殖整改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去年以来，文昌开始
推广海水经内系统处理循环利用的
养殖模式，启动建设占地2000亩的
冯家湾水产养殖综合体示范园区，发
展现代化循环水工厂化养殖和水产
苗种业，引导养殖户转场转产。

“养殖问题整改后，冯家湾的沙
滩干净了，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文

昌市会文镇烟堆村村委会主任周经
棣说。

在高隆湾片区，13家占用海岸
带违法违规建设的企业，已依法拆
除全部违法建筑2.17万平方米，并
完成生态修复面积3.67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文昌举一反三，出台《文昌
市沿海防护林巡查制度》《文昌市沿
海防护林长效管控制度》，健全海防
林常态化巡查制度和长效管控机制。

“水清了，岸绿了，配套建设健
身娱乐设施，是市民休闲的好去
处！”这是文昌市文城镇霞洞湖附近
居民韩女士的感叹。两年前的霞洞
湖，杂草遍布，污水直排，臭气熏
天。而如今，经过水生态综合整治
之后，霞洞湖面貌焕然一新：碧波荡
漾，水生植物环绕，周边配套休闲娱
乐设施，已成为一个集生态、景观、
休闲、健身为一体的休闲公园。

霞洞湖水生态综合整治，是文
昌水体治理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从源头上治水治污，
文昌按照“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
管”的思路，不断强化污水管网建
设，先后建成清澜片区截污并流工
程（三期）、重点区域雨污分流项目
等，城区管网覆盖率从 2018 年的
56.8%提高到现在的87.38%；城区
污水处理率从原来 87.3%提高到
2020年4月份的95.71%。

与此同时，文昌加快实施建制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目前，第一
批建制镇公坡、铺前、文教、锦山、蓬

莱、东路等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已
完成管网铺设179.56公里，完成投
资4亿元，计划今年10月底前完工
试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推进河湖精细化管理方面，
文昌编制完成21条主要河流“一河
一策”，全面建立32条河、14座水库
的“一河一档”，开展河湖生态治理
项目8个，并率先在全省利用航天超
算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开发建
设文昌市生态环境资源监测监管服

务平台，开发应用河长制APP巡河，
以科技创新手段助推河湖保护治
理，建设“智慧河湖”，确保河湖面貌
持续改善。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文昌建
立了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制
度，把管理责任落实到镇、街道、社
区、行政村、自然村以及具体的责任
人，明确了三级网格的责任主体、具
体任务以及网格信息传送体系、违
法行为处置流程等，有效推动监管
关口前移，成效明显。

不久前，一场中老年人门球赛在
文昌市东郊镇中山村举行，绵延起伏
的绿地球场，让人很难想象这里一年
前竟是污水四溢臭气熏天的垃圾
场。“积累了几十年的垃圾，又脏又
臭，村民曾多次投诉。”东郊镇政府工
作人员姜楠介绍。

为改善人居环境，近一年来，文昌
市政府相关部门、东郊镇政府派出大
量人力、物力加以整治，不仅将之前堆
放的垃圾清理干净，而且打造生态公
园，修建了乡村门球场，极大地丰富了

当地群众的休闲体育娱乐生活。
文昌市环卫局局长邢谷洪介绍，

文昌全市共有20处这种非正规的垃
圾堆放点，垃圾总量约63.25万立方
米，总占地面积约215.5亩，分散于各
乡镇、农林场。因种种因素制约，这
些垃圾场长期没有专人管理，且均
未采取防渗、导排及渗滤液处理等
环保措施。

为整治好存量垃圾，相关部门经
过专家论证、风险评估，最终结合实
际，采取“一处一策”举措，展开了生

态环境修复工作。例如，对低风险等
级的垃圾堆放场采取就地简易封场
的方式进行治理；对中风险等级的生
活垃圾堆放场采取“就地简易封场+
增设环保措施”的方式进行治理；对
高风险等级的生活垃圾堆放场采取

“筛分减量+异地处理”的方式进行
治理。此外，还有采取“就地倒库+
建设标准填埋场+规范封场”方式进
行治理的垃圾场，目前已基本完成整
改任务。

“干净了，舒心了！”当地一居住

在公园附近的村民说，建成公园后，
来此休闲锻炼的人渐渐增多，大家都
为政府的垃圾整治工作点赞。

“保护青山绿水，造福社会民众，
功在当代利及千秋。”邢谷洪说，接
下来，将进一步总结经验，积极探索
生态修复的新思路、新方法，力争在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导入运动
健康元素，创新生态治理和产业融
合发展新模式，不断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

(本报文城6月4日电)

健全机制，打造生态样板

还绿于民，改善人居环境

文昌逐步形成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生态环保理念渐入人心

守好绿水青山 增进民生福祉

文昌木兰湾“垃圾银行”
获游客点赞

垃圾不落地
海岸生态美

“木兰湾的‘垃圾银行’做法真
是太好了！不仅能让游客市民不乱
扔垃圾，还能自觉参与海岸垃圾的
清理，保护生态环境。”日前，来自澄
迈县老城镇的“候鸟”王晓春和先生
来到文昌市铺前镇木兰湾游览，对
该市在全省率先试行的“垃圾银行”
之举表示肯定。

一直以来，木兰湾因其海岸线
绵长，银白色沙滩上散卧的巨石千
姿百态，海天一色的自然美景如诗
如画，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自发
前往游玩观光。然而，海岸线上时
常可见的垃圾，就像美人脸上的污
渍一样，多引诟病。

为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文昌市
政府一直在寻找长效解决之策。

“我们发现木兰湾海岸的垃圾小
部分是观光的游客留下的，但更多的
是海洋潮汐带来的垃圾，清理解决不
了问题。”文昌市副市长何欢宝介绍。

为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调动市
民、游客自觉参与垃圾清理的积极
性，文昌借鉴学习国内外发达地区
的做法，引进“垃圾银行”理念，探索
从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和利用的有
效垃圾管理模式，构建生态环境保
护全民共享共治的格局。

游客来到木兰湾临时游客到访
中心，从外形上看似ATM存取款
一体机的“垃圾银行”免费领取塑料
袋和存折后自由观光，途中将垃圾
存放于袋中，返程时存进“垃圾银
行”便可获得相应积分，积分累计于
存折中可随时兑换礼品。

新鲜椰子、糟粕醋、卡通纪念品
……可兑换的礼品有小商品，也有特色
美食、伴手礼。“目前还是试点，待一系
列机制健全完善之后，我们还计划在
文昌的其他海湾、旅游景区景点复制，
甚至进一步向镇村、城市社区推广，让
人人参与环保、共享良好生态环境的理
念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社会共识，促进
整个社会更加文明。”何欢宝说。

(本报文城6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优化营商环境

为抓好营商环境建设，文昌市生态环境
局对相关建设项目提前介入，使企业办理环
评审批不走弯路，节省环评办理时间。2019
年，共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政审批
件58件，即时办结58件，按时办结率为 100%

大气污染防治

2020年1月1日-2020年5月31日，文
昌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100%，PM2.5、
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 12微克/立方米、27微
克/立方米。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与2019
年相比，优良天数比例上升 1.7%，主要污染物
PM2.5年均值下降 14.3%

加强环境执法监管

2019年以来，文昌市依
法对 101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查处；对 73 家企业
做出行政处罚，共处行政罚款
753.89万元

加强移动污染源管控

2019年，淘汰老旧柴油车 120辆，
发放提前淘汰补贴 220.4万元，推广使
用新能源汽车 168辆，建设完成 130个
充电桩，实现清澜港码头设备“油改电”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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