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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天更蓝 地更绿 水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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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治理，让天更蓝

日前，海口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
第一次新闻通气会发布一组数据：截至
5月31日，海口市空气质量较去年同期
大幅改善，优良率100%，优级天数比
例80.1%，综合指数1.91，在全国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海口的细颗粒物、二氧化氮、可吸
入颗粒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再创
新低，海口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
领先。”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负责
人介绍，近两年来，海口扎实推进蓝天
保卫战，管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利用
移动式车载大气监测仪、卫星遥感识别
裸土、激光雷达扫描颗粒物高值区域、
无人机高空航拍等技术手段，强化扬尘
污染防治。同时，多措并举推进禁止秸

秆（农林废弃物）、垃圾露天焚烧管控、
宣传工作，建立秸秆综合利用收储运体
系，布局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等，为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对于空气质量的改善，市民感受最
深。在海口凤翔湿地公园，市民在蓝天
白云下散步游玩。6月1日清早，家住
海口市琼山区香榭花园的陈鸿斌像往
常一样，约上三两个好友在健走。“海口
的天总是蓝蓝的，空气清新，市内又建
了很多公园、广场，大家能在这样的环
境下锻炼真是一种享受。”陈鸿斌说。

“六水共治”，让水更清

从空中俯瞰海口河湖，一条条“绿
缎带”、一块块“翠玉”被摘掉了水浮莲

“面罩”，渐次露出真容。水体澄澈，鱼

虾撒欢。
数据显示，2021年，海口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镇
内河（湖）省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
93.1%。纳入国家海洋督察考核的21
条入海河流水质达标率100%，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点位比例100%。

海口扎实推进碧水保卫战，实施
陆海统筹治理。在陆地水域治理上，
去年海口签订《南渡江流域上下游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海口-澄迈）》，
积极协调上下游市县开展跨界水体共
管共治工作；今年海口进一步攻坚克
难，加快实施“六水共治”，正在谋划36
大 类 190 个 子 项 目 ，计 划 总 投 资
402.66亿元，建成长堤、滨江西等7座
污水处理设施，增加污水处理能力
15.75万吨/天。同时，积极申报国家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
在海洋治理上，海口全面推行湾长

制，深入推进入海污染源整治、海湾管
护整治，打造“透绿见蓝、透光见海、透
水见鱼”湾美物丰、民乐宜居的蓝色海
湾。2021年，海口在完成中央环保督
察和国务院海洋督察整改任务过程中，
集中攻坚，率先完成全国首例拆岛工程
——葫芦岛拆除。

禁塑组合拳，让地更绿

绿色生活方式正成为海口的新时
尚。近日，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本立村
的林玉妹用塑料瓶子，在家门口的垃圾
分类积分兑换点兑换充值了655.5分，
加上原有的积分，成功兑换了一袋5公
斤装的大米。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海
口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得到有效提
高，减量化效果显著，全市垃圾分类氛
围浓厚，市民群众逐步养成环保绿色生
活习惯。

与此同时，海口持续打好禁塑组
合拳。一方面，海口深入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形成高压严打态势，对销售、
运输、储存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另
一方面，海口市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加
快推进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生产研发
和加大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发展降解
新材料产业。

海口率先在主城区40家农贸市
场全面普及使用全生物降解塑料袋，
实现农贸市场集中采购全覆盖，涉塑
执法检查和办案数量居全省首位。目
前，全市全生物降解改性材料及制品
生产企业14家，其中11家已投产，在
建3家，计划年产能6.9万吨。海口国
家高新区将云龙产业园作为全生物降
解塑料等禁塑替代品新材料产业的集
聚发展区，重点承接禁塑替代品企业
招商落地。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项目，是海口
在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答卷”上写下的
答案。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省
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动中央环保
督察和国务院海洋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在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上走在
前列、当好表率。”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擦亮海口生态底
色，打造“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撰文/晓艳）

省第八次党
代会报告提到，青
山绿水、碧海蓝天
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最强的优势和
最大的本钱。

近两年来，
海口市围绕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巩固提
升生态环境质
量，污染防治成
效显著，生态环
境质量继续保持
全国第一，为扎
实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
助力，让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
生态环境再上台
阶。

水清岸绿的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方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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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标杆

绘就生态保护画卷 夯实绿色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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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动能 健全制度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事业。三亚坚持高位推动，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一线推动生态环
境治理和保护工作，市委常委会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定期研究生态环境工
作，全市各级各部门形成群策群力、决
战决胜的攻坚态势。

“创新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三
亚市生态环境局在科学思想的指引下，
立足目标和要求，在推进工作机制和方
式方法创新方面不断探索，把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向纵深推进。”谷广烨说。

把生态文明建设制度集成创新摆
在突出位置。2021年，三亚以制度建
设年为契机，印发实施《三亚市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三
亚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三亚市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进一
步完善该市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

三亚在全省率先以市委层面设立
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下设9个生态文
明建设委员会专项小组，统筹推进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生态文明领域制度集成创新、生态
环境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工
作任务，自上而下推进三亚市生态文明
建设各项工作落实。

去年，三亚印发实施《三亚市大气
污染研判工作机制》《三亚市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和联动机制》，标志着三亚在
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方面
迈出了新的步伐。“我们建立起从前端
监测发现、分析研判到末端预警响应的
大气污染防治全链条工作机制，可以及

时评估工作成效，启动应急响应，采取
防治措施。”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
责人说。

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该市以赤田水库生态补偿
为试点，推动三亚、保亭两地成立联合
整治指挥部，设立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签订《2021年赤田水
库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制定目标和原则，传导工作压力，
压实工作责任，为全省创新生态补偿机
制进行重要探索。

出实招强整治 百姓收获幸福

热爱跑步的市民周浩伟沿着城市
绿道慢跑时，经常用手机记录三亚的
蓝天白云和椰风海韵，并分享在朋友
圈，引来不少朋友的点赞。他说：“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生活的幸福感也越
来越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三亚切实把生态环境保
护“实事”办成人民群众满意的“好事”，
让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享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化污染防治，提升环境质量。该
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
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集中攻
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
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通过扬尘综合
治理、秸秆焚烧管控、严控烟花爆竹燃
放、污染气体排放管控等方式，精准、科
学治污，不断改善空气质量。治污效果
如何，数字最为直观。2021年，三亚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其中优
级天数比例为86.6%，优于全省市县平
均值3.5个百分点。

三亚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顶层
设计、精准施治、监督考核等途径，系统
推进“六水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思路，创
新供水、污水、雨水、再生水的建管模

式，全方位保障三亚水环境有效提升。
2021年，三亚市内河湖水质达标率、地
表水优良率、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到
100%。7条城市黑臭水体，均实现了

“长治久清”的治理成效。
自2013年起，三亚在三亚湾、红

塘湾、亚龙湾等区域实施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19个，包括珊瑚礁修复、
岸滩修复、人工补沙等。通过生态保
护修复，该市已成功恢复岸线 7.7 公
里，修复海域面积51584平方米，种植
珊瑚30188株。

净土保卫战方面，三亚市在全省率
先完成2019年以来101宗用途变更为

“一住两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
评估；三亚市在全省第一个启动社会源
危险废弃物监管小程序推广应用，做到
危废从产生、分类、收集、贮存、转运、处
置等全过程信息化闭环监管，保障了危
废的安全处置。

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三亚
上下全方位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推进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其中，亚龙湾瑞吉度
假酒店配套游艇码头项目比规定整改
期限提前了6个月完成，也是首个完成
拆除的项目，彰显生态保护的决心与魄
力。在凤凰岛二期项目整改过程中，三
亚设立全省首个重点整改项目临时党
支部，统筹协调各单位各部门形成工作
合力，凤凰岛二期提前9个月基本拆除
完成。

谷广烨表示，三亚高度重视各类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把问题整改落实作为
重大的政治责任和必须完成好的政治
任务，对标高线要求，全力以赴抓整改、
抓提升、抓规范，推动问题解决见底到
位、工作提质增效。

践行绿色发展 守护地球家园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
根本之策。近年来，三亚认真贯彻落实
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
一系列绿色项目有效助力当地可持续
发展。

作为全国首批“11+5”个“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城市之一，三亚在探索绿色生
活和消费方式，构建生态文明的旅游文
化，打造“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上取得
了积极成效，塑料污染综合治理、旅游行
业“无废”理念传播、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等模式被生态环境部推选为经典案例。

该市印发了《三亚市“无废城市”建
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方案整
体延续试点期间形成的特色和亮点，形
成“1个定位、2大特色，3个维度、4项
原则”整体思路，提出5大任务和120
条项目库。

科学践行绿色发展，有序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该市制定《三亚市低碳园区
示范点创建评价标准（试行）》《三亚市
低碳社区示范点创建评价标准（试行）》
等，为创建低碳示范点指明方向；选择
蜈支洲岛创建零碳排放示范点，推进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建设低碳园区。

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统筹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截至
2021 年，三亚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
28117辆；积极推进太阳能光伏/光热
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量从2016年的4
万 千 瓦 时 大 幅 增 长 到 2020 年 的
8460.83 万 千 瓦 时 ，2021 年 完 成
8.6MW光伏发电并网工作。

（本版策划 撰文/严玫）

走进三亚铁炉港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成片的红树林青翠
欲滴，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潜入蜈支洲岛海域，五颜六色
的珊瑚千姿百态，构成一座彩
色海底花园；漫步三亚河畔，各
种各样的鸟类掠过河面，吸引
摄影爱好者驻足拍摄……

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背
后，是三亚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答卷。近
年来，三亚坚决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
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科学谋
划、系统推进绿色三亚建设，
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标杆。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谷广烨介绍，三亚统筹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强力推进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污染防治攻坚战、“无废城
市”示范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市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各项
工作取得关键进展。

空中俯瞰三亚白鹭公园及附近水体，水清岸绿美景映入眼帘。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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