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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加快建设“两山”基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擦亮生态底色 赋能“两山银行”

薄纱掩映朝阳
起，乘势而上正当时。

白沙黎族自治
县地处海南岛中部
偏西，位于海南生态
核心区，拥有得天独
厚的生态资源，境内
有大小山峰440座，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3.2%，全县57.9%
的国土划为生态保
护红线，这里是南渡
江、珠碧江、石碌河
三大河流的主要发
源地，也是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的重
要组成部分。

自 2021 年 10
月入选国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以下简
称“两山”基地）以
来，白沙顺势探索出
“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的可持续
发展路径，旨在将生
态资源禀赋不断转
化为领跑发展的优
势，加快建设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全力推动白沙
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

5月26日上午，风和日丽，位于
白沙县城的中队小溪湿地公园流
域，共青团白沙县委联合该县生态
环境局、妇联、文明办等部门开展的

“河小青”护河净滩行动正在火热开
展中，一个个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
拿上环卫钳子、扫帚等工具，对散落
在河边的烟头、塑料瓶及漂浮物等
垃圾进行清理，并装进环保袋打包
运走。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该河
段沿岸面貌焕然一新。

于细微处，用心呵护；谋划长远，
白沙多方发力打好净水保卫战的“大
动作”也正在加速推进中。白沙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陈伟业介绍，在珠碧江

中上游，大量的农田、种植园、鱼塘、
养殖等人类活动降低了河流水质，侵
占了河道岸线，导致其生态系统及生
态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此，
白沙县政府通过“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系统治理”的污染防治策略，全面
清理和重点消除珠碧江流域水环境
污染问题，并安排白沙生态环境局组
织实施珠碧江流域（白沙段）水环境
综合治理项目，旨在通过综合治理和
生态修复工程，实现珠碧江流域水质
改善和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据悉，该
项目于2021年 6月启动污染源排
查、溯源识别和规划设计等相关工
作，现已完成项目招标工作，计划今

年6月开工建设，项目工期18个月。
这段时间以来，珠碧江水库周边项目
区范围内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清退工
作同步开展中，截至目前已签约退出
养殖户106户，养殖水面792.97亩。
得益于上述一系列的治污控源措施，
今年一季度，珠碧江水质已达到地表
水Ⅲ类水质标准，随着项目工程建设
的推进，珠碧江水生态环境也将得到
进一步改善。

不止于此。近年来，白沙全力打
好蓝天保卫战，出台《白沙黎族自治县
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条例》，制定
大气污染防治日常巡查、督查、污染应
急响应、通报、问责和奖励等六项工作

制度，持续加强扬尘、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秸秆垃圾禁烧等工作，确保空气环
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今年春节期间，
PM2.5浓度均值为7微克每立方米。
在深入推进净土保卫战等方面，白沙
深入推进禁塑行动，实施农药化肥减
施、绿色防控、畜禽和渔业养殖污染防
治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保持全
县土壤生态环境总体良好。

白沙县政府副县长梁定雄介
绍，下一步，白沙将继续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创建碳中和示范
区，争当“双碳”优等生；不断拓宽

“两山”道路，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持
续释放红利。

多年来，白沙依托生态优势与
资源禀赋，持之以恒地用心呵护这
片绿水青山，也荣膺了一个又一个

“国字号”的生态文明建设荣誉。
2021年10月，国家生态环境部

为第五批49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进行授牌命名，
白沙获此殊荣，这也是海南省首个
县域“两山”基地。

擦亮生态底色，才能更好地凝
聚并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2021
年12月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白沙

黎族自治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
出，要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加快
建设美丽白沙为目标，以深入实施

“三区一地一园”（即加快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两山”理念践行示范
区、海南中部生态与文体旅游示范
区、海南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
区、海南中部生态特色农业基地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心花园）新发展
战略为总抓手，把白沙建设成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两山”实践创

新基地。
在这一大背景下，筹建“两山银

行”也成为白沙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工作。白沙县委副书记、县
长黄聪提出，积极筹建“两山银行”，
全力打造白沙山青水秀的金字招
牌，持续实现“存入绿水青山，取出
金山银山”。

“‘两山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银行，而是一个理念创新，即将
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收
储、专业化整合、市场化运作，最终

实现生态持续释放红利。”具体负责
“两山银行”运营事宜的白沙乡村振
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介绍，
白沙正在以推动“生态富民、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为目标，全面整合县
域内生态资源资产，完善政府引导、
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
可持续的生态资源资产开发经营管
理体系，加速实现碎片化生态资源
向资产、资本转化，如推动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扩大益智等南药产业链
等，促进实现生态富民惠民。

按照白沙县委、县政府部署，筹
建白沙“两山银行”，尤其要守住自
然生态的安全边界，坚决摒弃以牺
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
长的做法，按照能力提升建设年活
动的部署，协同有关部门对收储的
农田、山林、河流、水库等生态资源
进行碎片化整合、系统性整体提升，
使其更具规模优势与开发利用价
值，形成规模化生态资源资产包。

今年以来，白沙“两山银行”蓝
图落地见效及推进时间表也日益清
晰——按照规划，2022年底前，白
沙将搭建起“两山银行”运行平台，

聚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遴选“两山银行”项目先期试点，基
本完成生态资源摸底、确权工作。
到2023年，在全面完成生态资源摸
底、确权的基础上，白沙形成第一批
县域生态资源清单、生态资源资产
清单、标志性项目清单，积极探索具
有白沙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转化路径。到2025年，白沙

“两山银行”平台以及配套的服务体
系、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基本成熟，
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导向机制进一
步健全，全县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路
径更为多元、稳定，形成一批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可视化成果。
在具体举措方面，白沙将坚持

“稳胶扩茶扩药创特色”，持续优化
“两个万亩、六个千亩”特色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长做强以
橡胶、茶叶、南药、咖啡、百香果、山兰
米、红心橙、珍稀菌类为重点的热带
高效农业产业链，适度发展特色食品
加工、林药开发、文创产品等产业；同
时，提升“白沙良食”区域公用品牌效
应，开展生态产品共用品牌与追溯平
台建设，区域联动串联美丽乡村集
群，串联农业基地、特色民宿、共享农
庄、旅游景点形成乡村旅游“珍珠

链”；继续完善提升国家体育训练南
方基地（海南白沙·综合）软硬件设
施，探索推进农林“绿碳”碳汇权益交
易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此外，还要
加快推动建设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旅游公路（白沙路段），主动争取
落户一批热带雨林品牌项目等。

“白沙要以自信拼搏的姿态，奋
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加快建
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白沙县委书记邓伟
强表示。可以期待的是，在绿水青山
间，白沙“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蓝图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美好现实。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之城

荣膺“两山”基地 筹建“两山银行”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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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多举措推动生态环保
宣教活动入眼、入脑、入心

让生态之城
更宜居、更文明

现今，漫步于白沙县城及各乡镇
人流、车流较为密集的路段，不时可见
一幅幅精美生动的环保公益宣教广
告，在持续扮靓城区人居环境的同时，
也营造了人人保护碧水蓝天，人人爱
护生态白沙的良好氛围。

不仅要让生态环境公益宣教成
效入眼，更要入脑、入心。临近今年

“6·5”世界环境日，白沙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联合白沙生态环境局启动
了以“环保你我同行，共建美丽白沙”
为主题的环保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即，只要打开手机点击答题系统，题
库即随机抽出10题组卷，每答对一
题可得10分，每轮答题达到60分以
上，答题者即可获得非常实惠又有意
义的小奖品，活动深受当地干部群众
欢迎，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此外，在白沙生态环境局的策划
及推动下，以生物多样性、以及世界
环境日为主题的手机彩铃公益宣传
视频已覆盖白沙县城上万个电信用
户；与此同时，以留住碧水蓝天、低碳
生活、六水共治等主题的公益宣传广
告，也已覆盖了白沙县城电视机顶盒
用户开机系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
白沙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
意识。

近期，在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以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的环保歌
曲传唱活动中，白沙经过精心构思，将
有关歌曲改编，把具有白沙民族特色
的音乐元素融入其中，并组织生态环
保工作者穿戴黎锦服饰参加传唱拍摄
活动，充分展示了白沙生态环保工作
者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也
向全国各地呈现白沙碧水蓝天的生态
之美。

接下来，白沙生态环境局还将协
同相关部门，举办生态环保宣教走进
校园活动，让“两山”的理念根植在孩
子们的心灵；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
方式，倡导更多的家庭养成绿色环保
的生活习惯，让白沙这座生态之城更
加宜居、更有文明范儿。

（本版策划、撰稿 玉荟 吴凌姗）

99.7%
2021年，白沙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9.7%

100%
2021年，白沙全县14

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
为92.8%，城镇内河湖水
质达标率100%

5.3亿元
2021年，在全国县域生态考核中，白沙

是全国26个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较好的市
县之一，获得国家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约5.3
亿元，为全省第一

——2022年6·5世界环境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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