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贯彻落实!绿化宝岛"行动#

琼海迅速行动#组成!琼海市绿化宝
岛行动领导小组"# 市四套班子及市
直机关党员干部全部参加$ !月"#日#

琼海审议通过了%琼海市绿化宝岛工
程建设实施方案&和%琼海市绿化宝
岛指数统一行动工作方案&# 同时下
发各单位'各镇#正式拉开了!绿化宝
岛"行动序幕$

琼海已决定将!绿化宝岛"行动
启动仪式定于!月!$日# 届时将在博
鳌火车站召开!绿化宝岛"行动动员
大会#市四套班子及市直机关党员干

部全部参加$ 同时各镇也将选点自行
组织开展植树统一行动$ 预计全市参
加植树活动的人数将达到!万人$

根据规划# 琼海将在!%"!年至
!%"&年#重点抓好!八大工程"建设(

计划建设海防林"&%%亩'生态经济兼
用林"万亩'河流水库水源林"'(万亩'

城市森林植树)%%%亩'村庄绿化*%%%

亩'通道绿化+%%%亩#完成森林抚育
##!&#亩#启动种苗繁育$

目前#为保障!绿化宝岛"行动的
顺利开展#琼海已决定安排+%%%万元
作为行动专项经费$

落实!绿化宝岛"大行动#定安首
先明确主要任务(实施城镇绿化'河流
水库绿化'通道绿化'村庄绿化'校园
绿化'景区绿化等六项绿化工程#完成
造林绿化#万亩$定安同时要求在此次
行动中做到!绿化宝岛"工程建设与创
建省级卫生园林城市紧密结合# 注重
在绿化主要指标和技术方面相衔接#

凸显定安造林绿化特色$

目前# 定安县各镇有关部门针对
近段时间多雨'土壤湿润的有利条件#

纷纷展开了绿化宝岛大行动# 掀起植
树造林高潮$ 根据%定安县!%"!年!绿
化宝岛"行动集中植树活动方案&#!月
!&日到+月"!日#将集中组织开展三次
植树活动#并决定!月!&日在定城镇高
良村南渡江段举行全县!绿化宝岛"行
动启动仪式#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学校
师生以及广大群众!%%%多人#植树&%%

亩$ !月!*日将组织全体定安中学师生
对各校园进行绿化#+月"!日组织黄竹
镇全体干部' 广大师生和群众对定黄
路新建)公里道路两侧进行绿化$

!"

)记者!"# 实习生$% 特
约记者&'(

*!+日#定安县加入本报
策划行列#与本报联手推进绿化宝岛$

定安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在今年
实施六项绿化工程行动中# 将对定城
镇各小区'工矿企业厂区'街道绿化和
各镇' 各国营农场场部街道绿化以及
国有存量建设用地空地绿化# 植树+%

万株#折合面积,')万亩$ 绿化树种主
要选择椰子'酒棕'蒲葵等$以南渡江'

龙州河'仙屯河'同仁河'封浩溪等五
条河流和南扶水库'白塘水库'麻罗岭
水库'良世水库'大咨东水库等五个水
库为主绿化# 树种主要选择竹类'橡
胶'花梨等$

根据方案# 定安县将安排县城各
学校'各镇中学'各镇中心学校'各农
场中小学的校园进行绿化# 植树"&万
株#折合面积%'+万亩$绿化树种主要选
择木棉'凤凰木'高山榕'垂叶榕等$

!村庄绿化要达到村庄周围森林化'

村民庭院花果化' 村内集中绿地景观
化$ "该负责人表示#将建设!村在林中'

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景观#

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
的目标$村庄绿化以种植珍贵用材树种'

果树为主#如花梨'母生'沉香'檀香'柚
木'菠萝蜜'椰子'槟榔'黄皮'荔枝等$

目前# 保亭已启动 !绿化宝岛"

工程建设总体规划 ) !%""+!%"&*

的编制 # 并将很快下发 !%"!年度
!绿化宝岛" 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保
亭提出五年内力争新增橡胶种植面
积"万亩# !%"!年全年新增造林面积
"万亩以上$

同时#为确保!绿化宝岛"工程建
设的种苗需求#保亭已于去年"!月对

全县六个苗圃的育苗情况进行了全
面调查#目前保亭各个苗圃种苗现存
有#+'*万株$

此外# 保亭还将于近日召开全县
!绿化宝岛"行动誓师暨!保亭生态环
境保护协会"成立大会$ 目前#大会的
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预计有+%%%

多名机关干部' 企业职工和学校师生
参与#将在保亭掀起春季造林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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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高已编制完成%临高县
!绿化宝岛" 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
%临高县!绿化宝岛"工程总体规划&#

完成生态兼用林造林苗目培育"%&万
株#乡土树种花梨培育"&万株#完成
城郊公园建设+%)亩#"个重点苗圃正
在建设之中$ 临高定于!月!&日召开
!绿化宝岛"工程'建设公园化临高誓
师大会#+月"!日以乡镇为单位各自
组织开展全县义务植树活动#加快实
施!绿化宝岛"工程建设步伐$

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临高
!绿化宝岛" 工程建设总任务为)')万
亩# 森林抚育&万亩# 城市植树!&万
株#森林公园"处#苗圃"个#预计总投

资约"')(亿元$

临高已组建了领导小组和监督小
组#各镇党委'政府也成立了相应机
构#落实专门工作人员#全面推进工程
建设$ 临高县政府将与各职能部门'

各镇政府签订!绿化宝岛"工程建设目
标管理责任状$

今年#临高!绿化宝岛"工程建设任
务为+'"&万亩#所需苗木+*#万株#计划
培育苗木#%%万株$目前已建立"个苗圃
基地#截止本月!%日#已培育苗木!!%万
株#其中桉树苗"%&万株#花梨"&万株#

现存非洲楝'印度紫檀'海南菜豆'海南
蒲桃等大苗#'&万株# 预计$月底完成
#%%万株苗木出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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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儋州已完成绿化苗木培育
$!万株#完成造林&)$*亩#完成那大城
区"&条道路和银河公园的规划设计及
海榆!!&线那大至临高的"!公里路边
绿化工作# 着手对白洋线洋浦大桥至
马井立交' 马井立交至王五段和滨海
大道生态景观进行规划设计$

根据全省总体规划要求# 儋州计
划&年内完成造林绿化"!万亩'森林抚
育"*万亩'城市植树&%万株'建设城郊
森林公园"处'扶持建设保障性林木苗
木"处$ 同时#儋州提出!一人一棵树'

一年百万棵"的目标#全市百万人民#

每人每年植一株树# 每年"%%万株#五
年植树达&%%万株以上,!一年一个亿'

五年五个亿" 的投入计划#&年总计投
入将达到&'%*亿元$

!%"!年# 儋州明确提出今年造林
)'!万亩' 森林抚育 "'(*万亩# 启动
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和建设 !%%% 亩林
木苗圃的共组任务$ 同时# 儋州高标
准制定单项规划# 抓好育苗' 备苗工
作# 目前已在 ) 个苗圃建立了 "%)!

亩的育苗基地# 培育绿化苗木 $! 万
株# 为下一步的绿化大行动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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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宝岛" 行动是省
委' 省政府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
大战略部署$ !+日# 省政府召开专题
会# 副省长陈成传达了省委书记' 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对于 !绿化宝
岛" 行动的指示精神# 并听取儋州'

琼海' 保亭' 定安' 临高五个先行启

动市县的最新进展$

陈成在传达罗保铭指示精神时表
示# !绿化宝岛" 行动是省委' 省政
府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是海南在
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 加快经济
发展# 同时加快生态省建设的重大举
措$ 此次 !绿化宝岛" 行动务必要与
改善全省生态环境相结合# 与产业结

构调整相结合# 与农民增收相结合#

不搞形象工程# 不劳民伤财$

在听取了五个市县的汇报后# 陈
成表示# 目前五个先行启动的市县都
做了充分的准备# 普遍完成了规划编
制# 并成立了领导机构# 基本落实了
先行启动的土地' 资金' 苗木# 明确
了启动时间$ 五个先行启动市县的示

范意义重大# 不仅要为此次全省 !绿
化宝岛" 行动探寻一条新鲜经验并起
到辐射示范作用# 而且要回答 !绿化
宝岛" 行动中老百姓' 社会各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

陈成强调# 各市县要抓好 !绿化
宝岛" 行动先行启动的主要工作# 包
括编制规划# 制定实施方案# 并坚持

规划先行' 效益优先' 因地制宜' 全
民参与的原则# 重点改善高速' 高
铁' 国道' 省道沿线的生态景观以及
城市森林建设$ 我省西部重在扩大植
树造林规模# 提高森林覆盖率, 中部
重在保平衡' 调结构' 提品质# 集中
连片种植名贵' 珍贵树种, 东部重在
调整结构' 提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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