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9

昌江视点

2021 年 9 月 2 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陈海冰 检校：招志云 黄如祥

学党史
昌江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观主题展览 学百年党史

河湖
长制

林长制

三级林长体系
根据森林、
湿地资源现状划分 8 个责任区
设立各级林长 269 名

今年

完成植树造林 5300 亩
实现低产低效林改造 3500 亩
推动该县森林覆盖率达 64.02%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6.89%、绿地率达 35.42%

目前

昌江建立县镇村

昌江王下乡洪水村。

该县共设有县级河湖长

72 名
村级河湖长 89 名
河道管护员 106 名
制图/陈海冰

蹚出绿色发展新路子

昌江推行林长制 、
河湖长制 ，
深入践行﹃两山﹄理论 ，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抬头，是醉人的
“天空蓝”；
四顾，是怡人的
“生态绿”。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行走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大地，
到处水光潋滟，
绿意盎然。
近年来，昌江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兼顾、整体施策、
多措并举，
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昌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责任落实，扎实做好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各项工作，为
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出昌江贡献。”
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说。

筑牢“绿色屏障”
处理的问题，就会报给县级林业部门
来协调解决。”
李武说。
去年 12 月，昌江出台《昌江黎族
自治县全面推进林长制实施方案》，
建 立 县 镇 村 三 级 林 长 体 系 ，根 据 森
林、湿地资源现状划分 8 个责任区，设
立各级林长 269 名，形成县级林长负
总责、副林长抓指挥协调、镇级林长
抓督促调度、村级林长抓落实落地的
工作格局，做到一山一坡、一林一地
都有专人专管。
据悉，在违法图斑整改上，2018
年至 2020 年，昌江共有森林督查违法
图斑 213 个，截至 8 月 24 日，符合“三
到位”整改标准违法图斑 205 个；在常
态化管护上，今年以来，截至 6 月底，
县级林长巡林 14 次，乡镇级林长巡林
444 次，村级林长 1219 次，并通过日

常巡护发现涉林案件 12 起，均已移交
综合执法局和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
查处，还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打击各类
野生动物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清风
行动”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昌江完成植树造林 5300 亩，实现
低产低效林改造 3500 亩，推动该县森
林覆盖率达 64.02%，城市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 36.89%、绿地率达 35.42%。
县政府还投入资金建设植树娘子军纪
念馆，弘扬植树娘子军团队“不畏艰
难、勇于创新”的绿色奇迹和精神，鼓
励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
“当前，昌江正全力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和昌化大岭省级森林公园，
将加快
推进各项有关工作，争取早日完成创
建。
”
昌江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呵护河湖清水
一策”、
“ 一湖一策”，县委书记担任第
一总河湖长，县长担任总河湖长，县级
领导担任县级河湖长，设县乡（镇）村
三级河湖长，落实河道管理员工作职
责 ，不 断 解 决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突 出 问
题。目前，该县共设有县级河湖长 9
名，镇级河湖长 72 名，村级河湖长 89
名，河道管护员 106 名。
8 月 18 日，昌江县委主要负责人
深入石碌水库及位于县城的东海河环
城东路至昌垦路段等地，详细了解水
库防洪、供水，以及河道护岸治理、河
道清淤、截污、河岸景观及拦河坝等情
况。
“ 要履行好河道管理保护职责，进
一步压实责任，统筹做好水资源保护、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该
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昌江以河湖长制为载体，
书记、县长带头开展巡河工作，带动县
乡（镇）村三级河湖长，及河道管理员
进行日常巡河，层层压实责任，通过开
展“清河行动”
“ 清四乱”、污水综合治
理、打击河道非法采砂等专项整治行
动，多措并举，确保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
为切实保护水环境安全，号召大
家共同参与到保护水生态的行动中，
昌江还实施“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
制。6 月 17 日，县河长办、县检察院、
县生态环境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石
碌镇政府等多部门，在石碌河石碌镇
段组织清理了水浮莲及水面漂浮物，
以实际行动展示昌江全面治水的干劲
和决心。

践行“两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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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青山绿水，
方能永续发展。近
乡三派村村民吉亚红在自家门口办起
年来，
昌江积极助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了农家乐，她说：
“游客来这里，就是吃
区建设，以王下乡创建全省首个国家
地道的家常菜。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到
“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为契机，
通过系列
10 多桌客人，
收入可观。
”
“两山”
转化模式和路径探索，
着力把生
同时，王下乡以“种植为主、养殖
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的优势。
为辅、长短结合”的发展思路，全面建
王下乡距昌江县城 52 公里，地处
设生态型健康产业，推进绿色经济高
海南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腹地，这里
质量发展。通过发展橡胶产业、槟榔
曾是昌江最偏远贫穷的黎族乡镇，因
产业、黄花梨产业和沉香产业等林木
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薄
产业，以及养蜂产业、霸王鸡产业等林
弱，整体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乡镇。
下特色经济。如今，王下乡老百姓摘
近年来，在昌江县委、县政府支持
下了“贫困帽”，吃上了“旅游饭”，集体
下，
王下乡通过
“教育移民”
“生态补偿” 经济不断培育壮大。
等方式一手守护了森林生态资源，
一手
王下乡的发展变化是昌江践行
努力把生态资本转化为发展资本。利 “两山”理论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昌
用得天独厚的地势风貌和自然生态资
江还高标准建设万亩花卉基地，打造
源，
王下乡谋划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
棋子湾花卉产业园等 6 大花卉基地，
2019 年，
昌江开始打造王下乡
“黎
以三角梅、木棉花为媒介打造全县域
花里”文旅项目，引进社会资本发展民 “大景区、大花园”。下一步，昌江将不
宿、餐饮等旅游配套产业，每逢节假日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都会吸引游客前来体验黎族村庄风情，
态环境需要，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并带动大量村民实现稳定就业。王下
再上新台阶。 （本报石碌 9 月 1 日电）

昌江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
和矿山生态修复

地更净山更绿
发展动力更充足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霸王

■■■■■

“原来燕窝岭矿山开采后有滑石
滚落到河里，侵占河道。经过整治后，
这些滑石已被打捞上来，边坡也进行
了平整和复绿。”8 月 29 日，在位于昌
江七叉镇南阳河与昌化江交汇处，昌
江县河长办副主任孙波对记者说。
据了解，此前有公司在对燕窝岭
矿山开采时，导致石块滚落到河里，使
南阳河的行洪断面变窄，阻塞河道，也
对河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去年 4 月，
昌江县河长办收到了省河长办下发的
核实整改河湖“四乱”问题通知后，就
督促燕窝岭矿权所属公司对滑石所影
响的河段进行了整改。
据了解，为推进河湖生态环境长
治久美，2017 年，昌江对全县 301 个水
体全面实施河长制湖长制，实行“一河

9名

镇级河湖长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8 月 29 日，在昌江石碌镇尖岭村
的 91 号林业违法图斑整改现场，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这里已被绿色覆盖，种
植了一批菠萝蜜树苗。
“经过与村民协
商，去年 12 月种下了 260 多亩的菠萝
蜜树苗。”石碌镇副镇长、包点尖岭村
林区的镇级副林长李武说。
据介绍，这块地属于四级林地，只
能种林木，此前有村民在这里种了农
作物。经过卫星监测发现后，昌江林
业部门人员、管辖尖岭村的各级林长、
石碌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人员等就对
这块林业违法图斑进行了整改。如今
整改已完成。
“除了不定期查看管辖区内已整
改的图斑恢复情况，基本每天都安排
护林员进行日常巡护、监管，防止有人
占有或者破坏林业资源。如遇到难以

本报石碌 9 月 1 日电 （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8月
31 日，
昌江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开展
“观主
题展览、
看红色电影、
学百年党史”
活动。
县四套班子领导先集中观看主旋律电影《中
国医生》，观影结束后便前往县宣传文化中心观看
了昌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
览”，了解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以及昌江党史纪事，
进一步学习党史。最后，县四套班子领导还召开
座谈会，交流此次活动的心得体会。
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表示，
通过活动，
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学习革命先辈
和各领域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重大
责任，增强了为实现各项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据悉，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昌江积极开
展县级党员领导干部
“讲一堂专题党课、看一场红
色电影、交一篇心得体会、观看一次红色主题展
览、参观一次红色教育基地、参加一次主题党日活
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进行一次研讨发言、参加
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
等
“十个一”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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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
化铅锌矿矿山（一期）环境治理项目现
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这块约 70 亩
的区域已被绿色植被所覆盖。
“经过修
建挡水墙、挡土墙，铺设防水土工膜、
回填土后，种上了三角梅、爬藤植物
等，2019 年完成了验收。”昌江生态环
境局自然生态和土壤管理室工作人员
谢少海说。
昌化铅锌矿矿山于 1958 年开采，
1991 年闭矿，该矿山闭坑后一直处于
废墟状态，尾矿库地段存放着大量重
金属污染的矿渣。经过长期雨水的
淋溶及地表径流，重金属下渗，使矿
区及周边地区的土壤聚集了大量的
重金属元素，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
为此，昌江近年来投入 3530 万元启动
昌化铅锌矿矿山（一期）环境治理项
目建设，治理土壤 4.9 万立方米，并在
2019 年全省土壤污染防治评估中获
优秀。
谢少海说，今年 9 月，该项目二期
将开工建设，主要对历史遗留废矿石、
污染土壤、污染河道底泥等进行修复
和处置，以及建设生态截污护坡、原址
阻隔填埋区等。
近年来，昌江全力推进毁损矿山
治理修复，出台矿山治理修复方案，对
68 家 矿 山 治 理 实 施“ 一 矿 一 策 ”。
2019 年以来，
修复治理矿山 3772 亩。
以三狮岭矿山为例，昌江已统筹
1500 万元推进生态修复工作，
“ 自去
年 11 月开始修复以来，加快三狮岭矿
山生态修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预计 9 月底全面完工。”项目现场负责
人胡雄森说，
该生态修复项目主要种植
马占相思、油茶、花梨、木棉、菠萝蜜、沉
香等灌木树种以及银合欢、木豆、三角
梅等草本植物。
同时，昌江大力开展耕地土壤污
染治理修复，在全省率先完成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任务，全面推进农业面
污染防治，实施田间清洁行动，规范
农药使用和零售经营秩序，有力
保障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
和生态环境安全。
此外，昌江大力整治
危险废物，完善落实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资料
申报制度，对 16 家涉
重金属污染源企业实
施重点巡查和监管，
加强工业固体废物
堆存场所排查及综合
利用工作，重点加强
现有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设施单位的监督检
查，推动不规范储存危险
废物企业完成整改，对偷排
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
以严格执法倒逼企业守法。
（本报石碌 9 月 1 日电）

促消费
昌江出台新能源汽车消费奖励措施

最高奖励1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为加
快推进昌江黎族自治县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释
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该县日前出台 2021 年促
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奖励措施，通过资金奖励促
进汽车消费提质升级。购车奖励为每辆 6000 元
至 1 万元不等。
据了解，奖励对象为在我省汽车销售企业购
买新能源汽车，同时在昌江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车辆管理所初次登记上牌并取得专用号牌的新能
源汽车的个人或单位。
据介绍，按照新能源汽车购车价格分档在充
电、停车、通行、保险等使用环节给予综合奖励。
其中，购车价格在 10 万元以下的每辆奖励人民币
6000 元，购车价格在 10 万元（含）～20 万元（含）
的每辆奖励 8000 元，购车价格在 20 万元以上的
每辆奖励 1 万元。购车价格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金额为准（换电式车辆购车价格以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与开具给机动车所有人的电池增值税专
用发票金额之和为准）；
新能源汽车奖励总量不超
过 135 辆，具体为在符合申报条件，且已受理成功
名单中，按照奖励对象申报新能源汽车上牌办结
时间的先后排序，
先到先得，以昌江车辆管理部门
出具的清单为准。

送爱心
昌江退休职工夫妇18年
捐赠助学金125万多元
本报讯 （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
员符长雨）8 月 26 日上午，2021 年陈省来、杨惠珍
夫妇助学捐赠仪式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红田学校举
行，陈省来、杨惠珍夫妇俩现场发放 9.7 万元助学
金。18 年来，这样的爱心助学善举，这对退休职
工夫妇从未间断过。
据了解，陈省来、杨惠珍夫妇自 2004 年退休
后，就决定将每个月的退休金悉数捐给红田学校，
用于奖励学校的优秀师生。从 2014 年开始，夫妻
俩每年又拿出一笔钱，奖励从红田学校毕业并考
上大学的学生，并资助该校的贫困学生。18 年
来，夫妇俩累计捐赠 125 万多元。
今年的助学活动，两名考取研究生的学生分
别获得 1 万元奖学金，13 名大学新生分别获得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40 名红田学校
在校困难学生各获得 600 元的助学金。
“感谢陈省来爷爷和杨惠珍奶奶的资助，他们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受资助大学生郭艳艳说。
陈省来说：
“爱心助学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

享艺术
昌江邀请“南海工匠”为村民授课

剪纸艺术进乡村
本报讯 （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
员符长雨）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优秀文化贴近群众、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文
化振兴。8 月 27 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百姓学堂”
公益培训班在叉河镇唐村开班，
“南海
工匠”
剪纸艺术大师周烨给村民上《剪纸艺术》课。
培训班现场，
周烨为学员们讲解了剪纸艺术的
发展历程，
让学员深入了解剪纸艺术，
并耐心示范剪
纸技艺，
手把手指导大家剪纸创作。一张张红纸经
过折叠、
剪开后，
呈现出精美的图案。通过培训，
进
一步培养群众热爱民间剪纸艺术的情结，提高了
他们的剪纸艺术技能和美学欣赏能力。
“我学到了怎么剪爱心、剪窗花以及剪五角
星，学了这个技能，过年的时候可以为家里剪窗
花。
”
叉河镇唐村小学学生豹善银说。
据了解，昌江文化馆联合该县各艺术培训机
构开设的
“百姓学堂”
公益培训班设有舞蹈、声乐、
朗诵等各类免费艺术培训课程，不定期把优秀传
统文化艺术送到村一级，不断丰富群众业余文化
生活，
激发当地各类文化艺术爱好者的学习热情，
提高全民艺术修养，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