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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坚持绿色发展 呵护一流生态

一江碧水绕城
过，两岸花香沁心
脾。漫步乐东黎族自
治县城昌化江畔，大
口呼吸新鲜空气，让
人神清气爽，心情格
外舒畅。

山海互动，多彩
乐东。乐东地处北纬
18度，是三亚经济圈
重要成员，有山有海，
生态环境质量一流，
是国家卫生县城、省
级园林县城。近年
来，乐东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立足乐东实
际，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抢抓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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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提升，生态底色愈
发靓丽，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较大成效。

乐东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
重大的政治责任、紧迫的民生工程
和突出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实，全力
以赴呵护一流生态环境。2021年，
乐东县委县政府分别召开9次常委
会会议、21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部署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据介绍，2019—2021 年度，乐
东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3年全省
排名前三（不含三沙市），森林覆盖
率常年保持在65%以上。2021年，
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11.8微克/
立方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地表水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100%，达

到省控地表水水质优良率管理目标
100%的要求，比2020年提高10个
百分点；城镇内河（湖）水质达标比
例100%，比2020年提升50个百分
点；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100%。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
于2020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结果的
通报》，乐东县被评价为“基本稳定”，
2021年下达乐东县2020年国家生
态转移支付资金约2亿元。

乐东坚持有的放矢，紧盯突出问
题不放松，抓实生态环保领域突出问
题整治，抓实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抓实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抓实大气环境污染防
治问题整改，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扛起乐东担当。截至2021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已
全部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涉及乐东28项问题，完成整改24项，
已办结群众信访件76件；省生态环境
保护百日大督察问题29项，完成整改
23项，完成整改率79.3%。

乐东加快推进“三水一河”战略，
实施水系连通工程，推动城乡生活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打好

“六水共治”攻坚战，11个建制镇污水

处理设施年内可全部建成运行。常态
化开展清“五边”促“四爱”环境卫生整
治，全面改造提升镇村风貌，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努力让人口占乐东近70%
的广大农村更美丽、更宜居，万冲镇友
谊村、抱班村获评“国家森林乡村”。
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豇豆禁用农药检出率降低到
1.26%。积极参与和推进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在保护好热带雨林这一
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基础上，探索
创新特许经营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
工作，发展森林康养等具有鲜明生态
特征的热带雨林文旅产业。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点多、线长、面广，离不开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林业、水务、综合执法以及
宣传等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方能让乐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乐东的街道干净整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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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老人
赵先生对乐东的生态环境赞不绝
口。他说，乐东处处是美景，随手拍
出的照片可以当成电脑或手机屏保。

“连续3个周末，我们组织县镇
两级人大代表、镇村党员干部开展攻
坚行动，集中清理水库、河流、沟塘中
的水浮莲。目前大安镇境内的南木
水库、大安河、乐中河等水域的水浮
莲基本清理。”大安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说，以后进行常态化巡查管控，确
保无水浮莲或已清理水面不出现10
平方米以上的连片水浮莲。

据了解，4月中旬以来，乐东结
合“六水共治”，开展清理水浮莲“百
日大战”专项行动，该县河长办、水
务局以及各镇积极组织发动，截至
目前，累计投入人员3600余人次，
已经清理660亩水域的水浮莲。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乐东的最大
本钱、最大优势和最大品牌。作为生
态环境优等生，乐东丝毫不敢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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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多措并举，持续抓好污染
防治工作。打赢蓝天保卫战，制定
《乐东黎族自治县2021年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加大大气
污染整治力度，推进大气空气质量
专项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涉及
整改问题86项，已整改81项，整改
完成率94.19％。2021年度，乐东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100%，其

中优级天数占87.1%。打好碧水保
卫战，继续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问题清理整治，实施黄流镇三曲沟
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治理与保护工
程、三曲沟水库水源和石门水库水
源地立碑定界修复工程等项目，全
部完成“万人千吨”饮用水水源地的
环境问题整治工作。

乐东海岸线长达84.3公里，加
强海洋污染治理任务重。乐东制定
了“湾长制”实施方案以及巡查、监
管、考核等相关制度，建立完善县、
镇、村（社区）三级湾长体系，完成9
个湾长制公示牌设置。“我们对76个
入海排污口开展排查溯源监测工
作，经监测，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
100%。”乐东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近年来，乐东不断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编制《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专项规划 （2020-2025 年）》
等，截止2021年底完成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设施建设93个，涉及行政村
44个，自然村114个，其中2021年
完成新增行政村治理12个，超额完
成省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2021年
农村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
94.62%。

乐东积极开展国土绿化植树造
林工作，2021年完成造林8834亩，
占年度任务7500亩的117.79%，完
成2021年红树林湿地修复10亩，占
年度任务的100%，开展海防林补种
补植工作，完成种植椰子树45亩。

乐东全面梳理已出让发证至
2020年底仍在有效期内的采矿权及
已关闭矿山情况，全面核实矿山开
采、恢复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针对性地提出“一矿一策”整改措
施，切实落实整改责任。

全力以赴，呵护一流生态环境

齐抓共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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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召开全省“六水共
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以来，乐
东黎族自治县积极落实“六水
共治”工作，稳扎稳打，坚决打
好这场治水攻坚战。

六水共治，治污先行。乐
东紧紧围绕“六水共治”部署，
查堵点，解难点、痛点，强化措
施全力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共
护乐东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
好生态环境。乐东坚持“项目
为王”，以工程建设为抓手推进

“六水共治”，全面补齐水短板
问题，全面推动水环境质量提
升，为乐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支
撑。截至今年5月20日，乐东
共谋划治水项目 97个（含续
建、储备、新开工），其中治污水
项目48个，优海水项目4个。

乐东县主要领导多次深入
黄流、尖峰等镇一线调研，查找存在的问题，
督促有关部门，找对策抓落实，成立超常规推
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加大资
金筹措力度，落实项目建设资金3.49亿元，
全面加快11个建制镇的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官网工程建设。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尖峰村的尖峰镇污
水处理厂看到，该污水处理厂正在运行处理
污水，发黑的污水经过处理后，黑水渐渐变清
澈了，流出清水。据了解，尖峰镇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每天
可处理污水1000立方米，经处理后的污水达
到一级A标准，直接排放农业灌溉渠。“我们
收集处理尖峰镇3300多户居民的生活污水，
每天收集污水有750多吨，排出净水680多
吨，排出的净水达到国家一级A类标准。”尖
峰镇污水处理厂现场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黄流镇、佛罗镇、志仲镇、千家镇和
大安镇等建制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
建设也已建成试运营，九所、利国、万冲、莺歌海
等镇的污水处理项目正加快建设，今年底建制
镇污水处理设施将全部投入运行，污水处理能
力提升有效解决了污水排放突出问题。

据悉，乐东县江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工程、乐东县乐祥路南片区污水管网配套工
程、乐东县乐祥路北片区污水管网配套工程、
乐东县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四个项目前期工
作已基本完成。乐东县以流域为单元，推动部
分河流流域综合治理，对一些问题较为突出、
水质尚未达标、群众关注度高的重点流域开展
全面排查，摸清影响河流水质的污染问题，以
流域为单位，系统谋划项目，加快推进莺歌海
盐场排淡沟综合整治项目、南丰溪河道治理及
水质提升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

据介绍，今年计划实施的农村污水治理
项目，涉及抱由镇、万冲镇、千家镇、大安镇、
黄流镇、佛罗镇、尖峰镇、利国镇67个村委
会146个自然村。乐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示范工程项目（抱湾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项
目）已完成总进度的85%。加强入河排污口
排查工作，现正在编制《乐东黎族自治县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强化水污染
防治。 （本版撰文/建阳）

乐东黎族自治县作为农业大
县，农业面源污染预防和治理直接
关系到全县的总体环境质量。乐东
通过开展水产养殖清退、养殖尾水
排放治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农
膜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及处
理以及药肥双减等工作，全方位管
控农业面源污染。

据介绍，近几年，乐东全面开
展水产养殖清退工作，2019 年清
退禁养区面积945亩，2020年清退
禁养区面积 2382.71 亩，共清退
3327.71亩，完成清退率100%。乐
东还开展养殖尾水排放治理工
作。根据水产养殖普查结果，全县
养殖面积12338.52亩，乐东通过对
养殖户、企业尾水排放行为实地进

行指导，加强沉淀池建设，告知养
殖户、企业预留 20％的土地建沉
淀池，并发放通告提升群众政策知
晓度，目前大角湾 25家养殖企业
（大户）中，已有 23家开始对尾水
直排进行处理。

乐东农业生产造成秸秆量大，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

乐东实施蓝天卫士项目建设，
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共计35个监控
点位，可覆盖全县范围内的全部农
耕地。根据省社管平台的相关规定
要求，乐东县农业农村局暂代县社
管平台监管蓝天卫士平台，设立AB
岗监管人员，每日对各种情况进行
监管和通报，实行日报、时报制度。

每日7点至19点间每隔两小时通报
一次情况。

今年5月，乐东县政府还下发
了《关于全面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和
生活垃圾的通告》，在全县范围内
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和生活
垃圾。 按照“有烟必查、有火必
罚，现行处罚，属地处罚”的原则进
行管理。乐东重拳出击，对违反规
定露天焚烧秸秆、枯枝落叶等产生
烟尘污染的，依据有关规定，对当
事人进行教育并处以两千元顶格
罚款。

据悉，今年以来，共处罚焚烧秸
秆案件20宗，罚款近2万元。经过
广泛宣传、教育，并严厉处罚涉及秸
秆焚烧事件人员，乐东秸秆禁烧工

作取得一定成效。
针对秸秆处理，乐东采取堵疏

结合，对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进行
补助。乐东印发了《乐东黎族自治
县2022年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补
助实施方案》，下达补助资金62万
元，用于推进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
工作，实行低茬收割作业，所有联合
收割机下田必须配备低茬收割装
置，把好秸秆机械化还田的第一道
关口。乐东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投资500万元，计划通过该项目
进行水稻秸秆收割粉碎还田4.4万
亩，玉米秸秆回收饲料化0.75万亩，
密瓜藤蔓回收转运1.45万亩，目前
已经进场开工，可有效从源头上遏
制秸秆焚烧现象。

乐东全方位管控农业面源污染
开展水产养殖清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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