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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持续优
良，优良率达99.4%，排
名全省第二;城乡污水
治理成效显著，全面推
行“河长制”“湖长制”等
制度，获评“国家水生态
文明城市”称号；投入
3.46亿元推进“三清两
改一建”工作，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 95%以
上，造林绿化 3107.11
亩，义务植树 23.63 万
株……2019年，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生态环境保护
成绩单。

这样的成绩体现到
老百姓的生活中，就是
山更青了，河更清了，居
住的村子、社区更干净
整洁了。“村里修了污水
管网，路边还种上了花
草，环境变得更美了。”
保亭县南林乡罗葵村村
民林志波感慨于近年来
村庄环境的变化。

近年来，保亭统筹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持续保持优良
的生态环境质量，全力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构建
绿色产业体系，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美丽山城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就算是砍一棵树，县里主要
领导得知都会过问。”“只要看到有
哪个地方黄土裸露，县领导会马上
让相关部门核查、尽快复绿。”在保
亭各部门走访，笔者听到了许多这
样的声音。

保亭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优
良的生态环境是保亭的发展优势，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保亭的发展
优势。近年来，保亭县委、县政府坚
持生态优先，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守住高质量发展的“绿

色底线”。
今年4月17日，保亭组织全县

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保
亭的绿水青山添彩。2019年，保亭
已完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划面积
228.2平方公里，完成造林绿化任务
3107.11 亩，义务植树 23.63 万株。
同时，保亭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
资源行为，做好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2019年，保亭对辖区内33006亩松
树林区开展松材线虫病野外普查，

开展野外释放寄生蜂防治，防治作
业面积5884.6亩。

湿地是城市之肺，为保护全县
1748.89公顷生态湿地，保亭将61%
的湿地面积纳入“多规合一”范围，
并由林业、资规、水务等多部门联
动，对违法占用、毁湿开垦、修筑设
施、倾倒垃圾等破坏湿地的违法行
为进行严厉查处，建立了统一、协
调、高效的湿地资源巡查保障机制。

“全县土地总面积 115324 公
顷，森林面积就达到了96872公顷，

湿地保有量1748.89公顷，森林覆盖
率保持在84％以上。”保亭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介绍。

保亭按照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
安排，依托森林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森林旅游业。呀诺达景区的雨林生
态游受到游客热捧，神玉岛景区依
托优良的绿色生态，推进康养旅游
设施建设。2019年，全县共接待游
客225.93万人次，实现林业旅游与
休闲产业综合收入12.13亿元，森林
旅游发展势头正旺。

2019年，保亭环境空气质量有
效监测 338天，其中优级天数 293
天，优良天数占比99.4%。

好空气并非全靠大自然。近年
来，每到春节等节日期间，保亭都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宣传活动，加大对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的查处力度。

为抓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全
面禁止秸秆焚烧工作，保亭安排500
万元资金用于开展秸秆焚烧和治理工

作，并建立了网格化责任管理体系，形
成“乡镇（居）统一组织、行政村为基
础、村民小组为单元”的管理格局。

为加强对扬尘的管控，保亭县
生态环境局督促各施工单位严格控
制工地扬尘污染，全面落实城市建
成区施工工地围挡封闭、场内堆土
覆盖、拆除工程洒水、进出车辆冲
洗、裸露土地绿化、施工便道硬化

“六个100%”。
为加快推进气代柴薪,保亭出

台了《保亭县管道燃气特许经营项
目实施方案》。同时加快建设气网，
目前保亭县管道燃气特许经营项目
中标单位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
司已开展前期调研工作。

在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保
亭出台了《保亭县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开展危险废弃
物处置检查、转移监管工作，并每
月对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
场进行定期巡查，确保污水处理厂

污泥得到妥善处理，避免污染土
壤。

今年1月，保亭县生活垃圾填埋
场渗滤液处理升级改造工程竣工并
投入使用。“该项目竣工验收之后，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垃圾处理能力从
每天50吨提高到每天100吨，解决
了渗滤液大量积压的问题，避免了
渗滤液外泄而产生二次污染的风
险。”保亭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副场长
秦海琼说。

“在开展排污登记、核发排污许
可证时，我们自己先要弄清楚怎么
做，然后才能为企业提供业务指
导。”保亭县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该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做好排
污许可证管理工作。

今年以来，保亭县生态环境局积
极推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
工作，截至3月10日，该县已核查企业
1128家，已协助32家企业、单位完成

排污许可登记工作。保亭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在全省进展较
快，完成质量较高。

据悉，保亭一些企业的经营者不
懂操作电脑，为按时按量完成清理整
顿工作，保亭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主动服务，赴现场核查，协助企业办
理排污许可登记。对未建设、停产以
及正在拆除的企业，工作人员逐一进
行现场核查登记后进行标注，为彻底

摸清企业生产建设情况、方便后期管
理，提供资料支撑。

期间，电话询问、带电脑下乡走访
成为了保亭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
工作常态，他们按企业经营状况、生产
工艺进行分类，并逐一记录。对于靠
企业自主登记难以按时完成的小微企
业，保亭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提供

“管家式”服务，经常走进企业进行指
导，或者在办公室接待企业人员，手把

手指导完成登记工作。
在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

整顿工作过程中，保亭县生态环境局
严格把关，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涉及饮
用水源的相关企业绝不核发排污许
可，企业不得办理排污登记，确保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高质量
完成，以“管家式”服务助力企业合规
经营，加快发展，凝聚企业力量守护好
保亭的绿水青山。

保亭推进
农村污水治理见成效

污水变清流
汩汩润民生

本报保城6月4日电（记者梁
君穷）花香伴道，绿树成荫。6月2
日下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
镇什罗村，只见村庄掩映在绿树之
间，房前屋后见不到污水流出地面
的场景，村道旁边可以看见连接家
家户户的污水管网。

“村民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管
网流进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会
自动运行，经过一系列处理，排出
的水可以达到一级B的排放标准，
可以用来灌溉农田。”瑞发环境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什罗村污水
处理站的运营，该公司负责人邵瑞
玉介绍。

来到什罗村污水处理站，只见
一片空地上长满了茵茵绿草，空气
中也闻不到异味，若非有几个井盖
裸露在外，很难看出这是一处污水
处理站。

而在另一侧的出口处，污水经
过处理已变得清澈。“村民的生活
污水通过管网自流首先进入到格
栅池中，经过格栅的过滤，流入调
节池，并在风机的作用下经过厌氧
池和好氧池等环节的处理，再沉
淀，最后经过消毒器注入清水池中
便可达标排放。”邵瑞玉解释说，
这个污水处理站虽然不大，但“五
脏俱全”。

近年来，保亭持续加大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力度，探索符合农村特
点、可复制推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模式。截至今年5月，该县已开工
建设农村污水处理项目131个，建
设完工的项目99个，105个自然村
的生活污水实现循环利用。

为了解决农村污水处理“重建
设、轻管理”的问题，保亭农村污水
治理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后，该县相
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对已建成的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维护管理。同
时，制定绩效评估办法，不断完善
污水排放监测系统，确保污水达标
排放，保障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
运转。

6月1日，走进保亭县南林乡东
方村村民谭跃芳家，可见许多花草长
势良好，庭院整洁干净。谭跃芳说，
她报名参加了村里的“最美庭院”评
选活动，希望通过收拾庭院向大家展
示自己和家人对生活的态度。

今年3月6日，保亭启动了“椰
树杯”最美庭院评选表彰活动，县域
内所有村民均可参与，活动启动一个
多月来，许多村子掀起了美化家园的
热潮。

近年来，保亭以优化人居环境为

目标，结合实际建设排水沟、路灯、村
道等基础设施，积极推进村庄环境卫
生整治，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厕所改
造，不断提升人居环境。

清理卫生死角、对公共区域消
毒、清运积存垃圾……每到周五，保
亭各部门、乡镇的党员干部拿着各类
清扫工具，对卫生责任区进行大清
扫。“这是把‘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与‘绿色周五’行动相结合，从源头上
治理‘脏乱差’现象。”保亭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表示，各乡镇还大力组织党

员干部群众对农业污染面源进行整
治，营造整洁干净的乡村环境。

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保亭不断为
城市“添绿”，巩固提升园林县城建设
成效，大力推进绿化带、景观带、绿地
公园建设，实施改造提升工程，所有
景观区域划片区指定专人负责日常
养护。

为提升城区污水处理成效，
2018年至2019年，保亭在县城区实
施污水干管改造工程和县城污水收
集管网配套工程。县城污水干管改

造工程完工后，县城的生活污水将通
过污水干管排入污水处理厂，可有效
避免出现污水管道污水溢流，污染七
仙河的情况。

此外，目前在保亭加茂、响水等
乡镇，多个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正在
加紧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解决各镇区居民生活污水肆意
排放问题，改善各乡镇人居环境，提
升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当地群
众的生活品质。

（本报保城6月4日电）

“管家式”服务助企业发展

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守护碧水蓝天永不止步

植树造林为城乡添绿韵

保亭精心呵护绿水青山，打好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守好绿色底线 做足生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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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