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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厚植绿色底蕴 锚定绿色发展

热带雨林里的
“秘密”总是层出不
穷。

今年3月，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发
布消息称：科研团队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发现 8个大
型真菌新物种，对其
进行研究，有望发现
极具药用开发前景
的创新药物。

热带雨林生机
勃勃的背后，是我省
生态文明建设的绿
色答卷。

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阵地的主力军，
我省生态环境系统
扛起责任担当，结合
实际，在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道路上不断迈出新
步伐。未来，我省生
态环境系统将一如
既往发挥职能作用，
与相关部门共同发
力，为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贡献海南力量。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一笔既买
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没有好
的生态环境就没有自贸港。

从雨林到湿地，从海草床到珊
瑚礁，从山川到海洋，海南有着独
特的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如何
守住自然生态这一宝贵财富？遵
循规律的科学意识和保护生态的
务实行动都不能少。

近年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省级统筹展现新作为。2021

年，我省优化省级领导小组架构，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等生态文明
建设重点领域设立9个专项组，加
强各重点领域的顶层设计、部门
协同和制度创新，年度推动出台
各类重要规划、方案、办法、标准
等制度文件60余项，总结形成制
度创新成果案例10个；并优化督
察调度机制，将63项试验区年度
重点任务纳入“省网上督查室”定
期调度。

翻看近年来海南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单”，
生态家底日益丰厚：截至2022年
5月底，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
持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9.5%，
各污染物浓度均值符合国家二级
标准，PM2.5浓度均值为12微克/
立方米；2021年，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成为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
5个国家公园之一；围填海等生态
环保问题整改取得明显突破，第

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实现
“清零”，第二轮到期完成率达
98.5%……

生态建设非一日之功，每一分
绿都来之不易。

当前，我省推进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清洁能源岛和清洁能源
汽车推广、“禁塑”、装配式建筑应
用和推广、“六水共治”攻坚战等标
志性工程，充分发挥牵引示范作
用，彰显海南特色与优势。

全力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今年3月1日，一则“海南应对
气候变化智慧管理平台”正式上线
的新闻，刷屏微信朋友圈。

该平台由省生态环境厅与海
南电网公司共同推动建设，实现多
层面、多维度、多角度及多领域的
碳数据测算，初步形成“高频率、多
维度、高精度”的碳排放统计核算
监测体系，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有
迹可循”。

碳达峰、碳中和备受关注。近
年来，海南积极推动“两山”转化，
争当“双碳”工作优等生，进一步探
索、挖掘、发挥好海南“碳库”潜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展现海南
亮色。

在低碳节能发展方面，我省
完成各市县“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考核工作，“十三五”期间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过
27%，超额完成国家下达 12%的
目标。同时，强化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责任，协同统筹能源、工业、
交通、建筑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
任务，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碳强度
目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和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均处在全国领
先水平。

此外，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我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
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工作，以市场
减排机制引导行业企业绿色低
碳发展。去年12月 7日，我省纳
入全国首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7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顺
利完成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清
缴，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履约率
100%的省份。

另一方面，我省在低碳试点示
范成效显著，针对重点园区与行
业、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实施
碳评，我省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

价试点，并完成首个油气开采行业
碳评价报告；开展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等
低碳社区试点建设；三亚市、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入选第三批国家
低碳试点城市等。

“我们将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重中之重，贯穿到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协同推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努力建设生态一流、
绿色低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
由贸易港。”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新闻发言人伍晓红说。

争当“双碳”优等生

树和海，不仅是碳汇的“储存
库”，还是大自然的色彩大师，它们
以翠绿与湛蓝，勾勒出海南生态的
勃勃生机。

近年来，海洋生态环境“成绩
单”亮点不断——2021年，我省近
岸海域水质持续为优，近岸海域优
良水质（一类、二类）面积比例为
99.77%。

“陆海统筹”保护脚步不停歇
——近几年来，我省在扎实开展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取得积
极成效，通过多方联动加强污染防

治，推动船舶污染防治、海水养殖
污染治理得到强化，并着力减少入
海河流污染输入、规范入海排污口
管理、推动重点海域入海污染物总
量控制、创新推进海上环卫制度
等，从而不断减少海洋污染。

多措并举守护海洋——我省
还采取系统措施，通过推动生态保
护修复、提升海洋环境风险应急能
力、完善海洋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机
制、探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新
路径等，多措并举守护“美丽海湾”
和“美丽海洋”。

我省是海洋大省，治水必治
海。优海水是全省“六水共治”攻
坚战的主要任务之一，我省要求开
展沿岸直排海污染源整治，严格管
控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开展“一湾
一策”精准治理。

“一方面，我们加强入海排污
口清查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实施清单化管理。另一方面，开展
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结合国家
海洋督察及入海排污口排查建档
中发现的问题，梳理问题排口清单
建立问题排口清理整治台账。此

外，我们持续推进入海排污口规范
化管理。”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环境
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5月，全省沿海市县共开展135个
问题排口清理整治。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门将按照
我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陆海统筹视域下入海排污口事前、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有序推进海
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我省海洋生
态环境，促进美丽海湾保护建设。

守护“美丽海洋”

生态海南，绿色发展。近年来，
我省密集制修订一系列的生态领域
法律法规，和不断完善的制度措施，
将海南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了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2018年，海南实行差别化考
核，取消全省2/3市县的GDP、工业
产值、固定资产投资考核；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生态保护
补偿、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领域一系

列立法实践走在全国前列。
以“禁塑”为例，为系统有序推

进“禁塑”工作，我省颁布了国内第
一部“禁塑”地方性法规——2020
年12月1日，《海南经济特区禁止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开
始实施，这意味着我省正式全面禁
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
饮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除
了“禁塑令”以外，近年来我省制修
订多份生态文明细分领域地方性法

规，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生态
文明建设筑牢根本。

2021年，省生态环境厅按时完
成《海南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
例》《南渡江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两
项立法修订任务。

同时，省生态环境厅积极谋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配套立法。将《海南自由贸易港
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问责规
定》《海南省土壤污染防治规定》《海
南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若干规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监测和
评价规定》《海南省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规定》5项生态环境保
护配套法规列入2022—2025年立
法规划项目。其中，《海南自由贸易
港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问责规
定》将于今年9月出台，目前正在按
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海南发展进程中，生动的“绿色实
践”将越来越多。

（本版撰文/晓梦 秀英）

加强环保法规建设

我省推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清洁
能源岛和清洁能源汽车、禁塑、装配式
建筑应用和推广、“六水共治”攻坚战等

5项标志性工程落地。

2021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成为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 个国家公

园之一。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逐步恢

复，目前种群数量为5群36只。

清洁能源岛建设和清洁能源汽车推
广扎实推进，2021年底，全省清洁能源

装机比重提升至70.9%，较全国平均水

平高23个百分点；清洁能源发电量占统

调发电量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6.5%。

截至2022年4月底，海南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达 14.6万辆，居全国“第一方阵”。

目前，我省引进、扶植全生物降解
塑料制品产业，新建和转型塑料企业 17
家，其中可生产餐具的企业5 家，形成

年设计产能膜袋4 万吨、餐饮具 1.5 万

吨，改性料4 万吨，满足岛内对禁塑替

代品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需求。

2021年，全省装配式建筑产能增
长 1.3 倍；装配式建筑面积2280 万平

方米，实现连续4年逐年翻番。今年一

季度开工面积已接近500万平方米，占

新建建筑的比重已达60%。

我省将治水攻坚作为“十四五”期间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系统推进治污
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
水“六水共治”，保护好海南岛的“肾脏”。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2021年，河湖库和近岸海域水质
保持优良，化肥施用量和化学农药使用

量减少3.4%和3.6%，生态环境质量

保持全国一流。截至2022年5月底，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优

良天数比例为99.5%，各污染物浓度

均值符合国家二级标准，PM2.5浓度均

值为 12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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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海南生态文明
建设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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