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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海南，绿色发展。保护好生态
环境，是站在国家、全局角度考虑自身发
展定位，把生态环境放在国家战略的大
格局下去掂量，也是海南守好“饭碗”的
现实所需。建设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
由贸易港、打造美丽中国靓丽名片是我
们肩负的特殊使命。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专章被写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足以
证明生态环境保护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性。保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
海南各级干部必须了然于胸的“国之大
者”。

心怀“国之大者”，我省生态环境系统
以大视野、大担当、大作为，自觉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的使命担当，坚持生态立省，建
设生态一流、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

合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以9个重点领域为“引擎”，助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6项标志性
工程先后确立，引领绿色投资和消费。9
项生态文明改革举措入选国家推广清
单，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海南贡献。

全力推进两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截至目前，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270项任务已销号“清零”，第二轮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按期完成率99.3%；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举报问题均已总
体办结。

把好疫情防控中环境安全关——优

化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模式，着力
解决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超负荷运转、超
标准排放问题，扩大医疗废物处置产能，
提升安全保障性，形成安全、可靠、持续
的处置能力。

着力以生态环境促有效投资——推
动“三线一单”成果进一步落地应用，融
入政府前期决策和招商引资各环节，提升
环保服务企业投资和政府决策的效能。

为何要一桩桩、一件件地去“啃硬骨
头”？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并非简单机械
地“看护”，而是善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大
棋局中积极作为，结合省情守底线、促发
展、出亮点、作贡献，做到既为一域争光、
更为全局添彩。

“无废城市”，这个看上去稍显陌生的
概念，正逐步渗透人们的生活。

2019年，生态环境部会同18个相关
部门筛选确定全国首批“11+5”个“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三亚成为我省唯一入选
城市。形成9大模式，其中塑料污染综合
治理、“无废”理念传播、循环经济产业园
建设、医疗废物全过程管理等4大模式被
生态环境部推选为典型案例。

遥远的概念一步步被拉近。目前，我
省积极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编制
《海南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推动形成以地级市为引领、区域协同共进
的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梯队。

在海南发展进程中，生动的“绿色实
践”将越来越多。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
系统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上
亮点不断，生态能量日益累积——

2021年，我省细颗粒物（PM2.5）浓度

13微克/立方米，均值较2015年下降了
35.0%，臭氧浓度呈波动下降趋势；水质、
土壤环境总体优良；

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禁塑”，正式
实施全国首部“禁塑”地方法规。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排污许可管理等立法实践走
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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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争当“双碳”工作优等生工作中，着
力巩固绿碳基础，加强蓝碳研究，实施一
批蓝碳先导性研究项目，进一步探索、挖
掘、发挥好海南“碳库”潜力；

“陆海统筹”保护脚步不停歇，减少入
海河流污染输入、规范入海排污口管理等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出台“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实施意见，省级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871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
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区管
控。

完成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
盖管控，发证管理1421家企业、登记管理
8470 家企业，对 2970 个大气排放口、
1628个水排放口实施二维码管理。

这些数字，落在具体的地块上，就是
一口清新空气、一片苍翠林海、一段绵延
海岸，或是一汪澄澈湖泊、一处湿地，又或
是一处动植物安心栖息的家园，为海南不
断累积起生态能量。

“我们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贯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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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

珠碧江入海口，儋州市海头镇老市
村坐落于此。这是一个被河水与海水环
绕的小村庄，全村常住人口仅280多人，
年轻人大部分出外务工。但近两年，越
来越多的青年选择返乡，在村里开起民
宿，引来不少游客。

这份吸引力，源自老市村近几年生态
环境的蜕变。在政府、公益组织的支持
下，老市村围绕村民生产生活需要，修复
湿地生态、清理垃圾、改造废弃鱼虾塘、恢
复盐田和绕村河道，逐步摸索出一条乡村
生态振兴之路。去年10月，老市村湿地
生态修复及垃圾管理项目，入选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的“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

家门口的绿水青山里，蕴藏着一座
座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提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建立政府
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
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鼓励利用市场机制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不是
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处理好二者之间关
系，需要辩证系统的视角。

在积极推动“两山”转化上，我省将
分区域、分领域、分行业开展试点示范和
探索实践，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发展热带雨林生态旅游与林下经济，统
筹实施流域补偿和环境治理，培育生态
产品公用品牌，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
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树立生
态文明发展理念，不能为了一时的GDP、

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不顾自然规律硬干
蛮干，把环境搞坏了，就得不偿失。

赤田水库流域生态补偿创新试点、
全生物降解上游产业的推进落地、省内
首笔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和首笔碳中
和挂钩项目贷款先后成功落地……生态
价值实现路径，并非只是用环境资源

“换”钱。探索生态产品的“生态附加
值”，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重要步
骤，而与前者相比，这种方式潜力更大。

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将产
生变革性力量。当前，我省生态环境系
统正与相关产业、行业携手，着力推动一
批富有海南特色的先行先试试点，积极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海南路径。

守住青山，能换来“金山”。在这片
热土之上，绿色映底蕴，山水见初心。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我省生态环境系统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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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不负凌云志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特约记者 孙秀英

一片人工补植的红树林，让海口市三江农场成为了“卖碳翁”。今年5月31日，海南首个蓝碳生态产品交易完成签约，交易碳汇量3000余吨，交
易额30余万元。

交易的蓝碳生态产品，来自三江农场的红树林修复项目。根据测算，该项目在未来40年可产生9万余吨碳汇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阵地的主力军，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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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扛起自贸港建设的生态环境担当，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力，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海南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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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 保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久久为功 ： 打造海南生态新优势

点绿成金： 将“山水经”转换为“致富经”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周
晓梦 特约记者孙秀英）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近年来，我省密集制
修订一系列生态领域法律法规，不断
完善制度措施，推动海南生态环境保
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
道。

2018年，海南实行差别化考核，取
消全省三分之二市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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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生态保
护补偿条例、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规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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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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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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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规定》《海
南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规
定》等5项生态环境保护配套法规列入
2022—2025年立法规划项目。

近年来，我省制修订多份生态文明细分领域地方性法规

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根本

2022年10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卓上雄 主编：欧英才 美编：杨千懿 检校：张媚 邝才热

A11

落
日
下
的
东
寨
港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大
批
候
鸟
前
来
栖
息
飞
舞
。
本
报
记
者

封
烁

摄

数读生态环境保护成绩单

全力推进两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270项任务已销号“清零”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按期完成率99.3%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举报问题均已总体办结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2021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4%
细颗粒物（PM2.5）浓度 13微克/立方米

臭氧浓度呈波动下降趋势

河湖库和近岸海域水质保持优良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

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禁塑”
正式实施全国首部“禁塑”地方法规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排污许可管理等立法实践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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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

全省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871个
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

实施分区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