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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生态核心区担当，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保亭：厚植绿色本底 擦亮生态招牌

湛蓝如洗的天空，
清新纯净的空气，清澈
甘甜的水源，当你踏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这
片神奇的土地，这里的
空气中都弥漫着热带雨
林的气息，呼吸着高含
量负氧离子的空气，泡
着原生态野溪温泉，你
一定会感受到别样的神
清气爽。

青山簇拥，碧水绕
城。保亭生态环境质量
和森林覆盖率全省领
先。近年来，保亭县委、
县政府立足保亭实际，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抢抓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机遇，扛起
生态核心区保亭担当，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保亭的整体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
效。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亭的最大本钱、最
大优势和最大品牌。生态兴，则文明兴，守好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水库、粮库、钱库、碳
库”四库，对保亭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保亭严把项目环境准入关，筑牢生态屏
障。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保亭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总面积509.91平方公里，严禁建设项目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对列入中部市县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项目不予落实环
评审批，从源头控制污染源产生。

保亭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打击力度。“十
三五”期间，保亭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严厉
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共受理各类
行政案件25宗，查处25宗，行政处罚6人，林

政罚款329万元，移交林业案件线索97宗；严
格林地管理，受理新项目办理征占用林地审核
审批手续41宗；巩固封山育林成果，对25°坡
度以上的林木、林地及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严格
的保护和管理。

保亭县委书记穆克瑞要求保亭实行最严
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动落实生态环保责任
机制。严格执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等制度。强化生态环保领
域监管执法，坚持环保信息依法依规公开，充
分调动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力量，发挥行业协
会等各方监督作用，构建强大的监督体系。保

持打击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让破坏生态环境
者付出沉重代价，使生态保护制度真正成为保
护环境的“坚盾”、助推绿色发展的“利器”。

据介绍，保亭2021年办理破坏生态环境
刑事案11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
益诉讼案25件，发出23份检察建议；调查办理
环保类案件17宗。2021年对全县1个部门及
2个乡镇党政的4位主要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
源资产审计。2021年在生态环境领域查处5
人，对六弓、加茂、什玲、新政、响水等5个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推进缓慢、整改工作履
职不力，通报批评2家单位，着力打造全方位、
立体化生态环境保护网络，共同守护保亭的绿
水青山蓝天。

高压严管 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

齐抓共管 呵护保亭一流生态

人居环境改善 百姓获得感增强

“保亭的街道干净整洁，沿街立面也独具
民族风情，这里的空气清新，几乎没有什么粉
尘，我的车一个月不洗都不觉得脏。”“候鸟”老
人赵大爷近几年来每年都会在保亭住一段时
间，对保亭的生态环境赞不绝口，他说，平时也
会开车去农村，保亭处处都是美景，随手拍出
的照片都可以当成电脑或手机屏保。

保亭作为“国家卫生县城”、全省首个“气
候康养县（市）”并荣获首批“国家水生态文明
城市”，入选全国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保亭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考核验收以总
分全省第三的成绩获得优秀等次。

近几年来，保亭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推
进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的总抓手，在全社会开
展文明大行动，城乡居民文明程度有较大提
升。2022年，保亭出台了《保亭县2022年深
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总
体方案》，以巩固国家卫生县城荣誉称号，创
建省级文明城市和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
目标，全力推动“五大文明”（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和实现保亭“三区三地”战略目标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

近些年，保亭通过文明生态村、美丽乡村
以及共享农庄建设，拓宽了村庄道路，改善了
村民住房，配套了篮球场、文化室等设施，极大
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

2016年11月以来，保亭县以文明生态村
建设为载体，做好农村建设规划，积极推进农
村整体危房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等工作。抓好修路、改水、改
厕、改电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拆除乱搭乱
建，治理乱排乱放，实实在在地改善农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农民群众生活习惯的
转变，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与环境卫生意
识。近五年来，共建设提升文明生态村166
个，加强农村文化设施配套，继续建设完善一
批农村文化室、篮球场、“农家书屋”等，完善

农村基本文化服务，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工程，保亭安排
1.4亿元专项资金对全县464个自然村（每个
自然村安排30万元）实施以修建排污沟、清理
陈年垃圾、绘制文化墙、种植花卉等为主要内
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对文明村镇的创建
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保亭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县67
个行政村，已建成行政村66个，行政村覆盖率
98.5%。已完成农村户厕新建改造和化粪池防
渗漏改造3481座，户厕改造开工577座，开工
率96.2%。农村“厕所革命”成效显著，改厕普
及率达99.9%。

保亭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编制完成
60个行政村 465个村小组村庄规划。2021
年，保亭建成美丽乡村6个，排名全省第一。

保亭共享农庄建设亮点突出，享水谷共享
农庄成功打造为全省首个“扶贫济困型”共享
农庄，得到省委领导批示肯定，并成为全省共
享农庄现场推进会参观考察点。

天蓝、水清、地绿，城市干净整洁，农村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有序。

作为生态环境优等生，保亭丝毫不敢懈
怠，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
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

2021年，保亭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
良，优良率100%；省控考核断面地表水水质总
体保持优良；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符合国
家标准，达标率100%；全县主要河流湖库水质
优良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良
好，排名全省前列。

保亭持续实施造林绿化，坚持依法治林，
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防火工作，努力
提升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发展水平。过去五
年，保亭完成绿化造林面积1.45万亩、义务植
树 164.9429 万株，全县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84％以上。

保亭不断探索保护森林生态资源的长效
机制，积极推进森林生态效益农民直补工作。

“十三五”期间，保亭县政府从财政预算资金划
拨出农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生态直补资金

共1.5亿余元，受益农户共9万余人次。“去年，
我们一家领到了将近3000元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款。”保亭县新政镇石让村村民陈进全高兴
地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林补贴增加
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保护森林的积极性。

保亭大力实施循环农业创建行动。实施
化肥减量增效。近五年来，累计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26.9万亩，普及农户2.94万户，推广
应用生物有机肥面积2.54万亩，应用生物有机
肥总量427.32吨。有机肥的推广普及，提升耕
地的有机质含量，促进化肥减施，改善耕地质
量。全县规模养殖场采取“三改两分一利用”
（改水冲粪为干清粪、改无限用水为控制用水、
改明沟排污为暗沟排污，干湿分离、雨污分流
和资源化利用）模式。产生的粪便和沼气池的
沼液，主要是免费提供给附近的农民果园、瓜
菜施肥等，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9.3%。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开展农业废
弃物回收宣传，提高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意
识。

保亭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做好河（湖）

管理范围划定，已完成6条省级（保亭段）、14
条县级河流及1条镇级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的管理范围划定。目前，全县共设有各级河
（湖）长153名。

保亭加大对污水治理设施的投入，已建设
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扩大收集管网的覆
盖范围，处理规模达10000吨/日，排放达一级
A标准；实施新政镇等7个乡镇的污水处理设
施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投资约
4764.29万元实施县城区污水收集管网配套工
程（二期），目前已进场施工。“以前我们村的生
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房前屋后的水沟，夏天蚊
虫多，苍蝇乱飞，有积水的地方还会散发恶
臭。”保亭新政镇什示巴村村民高玉莲说，村里
的污水处理设备投入使用后，家里的生活污水
通过管网流入污水处理设备集中处理，如今村
里的蚊虫少了，臭味也没有了。

据了解，保亭县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各
乡镇的污水处理（厂）设施建设工程，总投资约
为1.63亿元，2021年4月，各乡镇的污水处理
（厂）设施已全部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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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已完成三道镇墟31个
污染源问题整改任务

本报讯 自年初召开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
动员部署会以来，保亭积极落实“六水共治”工
作，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决心，以走在前列、
争创典型的目标和追求，稳扎稳打，坚决打好这
场治水攻坚战。

六水共治，治污先行。保亭坚持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原则，加快补齐短板，全力推
进县城污水收集管网配套工程（二期）和保亭县城
区污水提升治理工程，进一步完善污水管网系统，
提高污水收集率和排污能力；抢抓时间，实施建设
宝亭大道污水管道维修应急工程，尽快解决宝亭
大道污水管道破损污水溢流问题；加快推进保城
东西河水环境综合整治等治污项目前期工作。

保亭以“六水共治”为载体，将赤田水库流域
综合治理作为“六水共治”攻坚战的一号工程。保
亭县委书记穆克瑞到任后，开的第一个专题会、开
展的第一个调研活动都是围绕赤田水库流域综合
治理的。他表示，保亭将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
自我加压，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抓好赤田水
库流域综合治理，力争治理进度更快、水质更优。

据了解，保亭正稳步推进赤田水库流域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三道镇墟31个污染
源的问题整改任务，赤田流域三道镇区域排水系
统工程和赤田水库周边49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其它重大项目建设也在加紧
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赤田水库流域的生活
污水收集处理，有效保护水源地水质的同时改善
赤田水库流域人居环境。 （易建阳）

加快推进生态搬迁
助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68户村民6月底
或住上新家

本报讯“68栋安置房已经全部建成，并完成
室内装修，商业街全面封顶，正在做室内装修，农
贸市场地下室和第一层完成土建施工。”保亭什
玲镇（什东、水贤村）安置区项目施工单位相关负
责人说，安置区水电、道路硬化、绿化相关配套也
同时施工，预计今年6月底可交付使用。

据了解，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范围内
涉及保亭县2个乡镇（毛感乡、什玲镇）、5个行政
村，土地面积227.75平方公里。核心区涉及生态
搬迁的村庄分别为什玲镇水贤村、什东村共2个
村小组，人口68户357人。

据介绍，保亭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倾听
村民诉求，有序推进生态搬迁工作。

“除了给予青苗补偿、安排安置房等常规移
民搬迁政策外，保亭还承诺给村民商业街铺面、
市场摊位用于经营，最让村民期盼的是，保亭县
还协调出部分土地供移民搬迁出来的村民耕
作。”保亭县什玲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政府
还将会在产业扶持、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帮助，
打消村民的各种后顾之忧。

目前各项搬迁工作有序推进，预计搬迁工作
可于今年6月底全面完成。 （易建阳）

保
亭
县
城
，青
山
绿
水
环
绕
，环
境
优
美
。
本
报
记
者

武
威

摄

—
—

喜
迎
省
第
八
次
党
代
会
特
刊

■ 易建阳 通讯员 何莉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