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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源河湿地公园出海口示范段改造初具成效

绿树青草栈道流水惹人醉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张宏波
文/图)海口滨海大道五源河桥旁，沿河两岸
新建的步道成为了周边居民散步的好去
处。尽管近来海口天气有些寒冷，但每天前
来锻炼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这里是五源河
湿地公园出海口示范段，绿树青草，栈道流
水，良好的生态样貌初具成效，更是未来五
源河湿地公园的
“范本”。目前，五源河湿地
公园正在紧张建设中，
整个五源河湿地公园
项目将于 2018 年底形成规模。

优美风景吸引了许多市民
站在五源河桥上，放眼河两岸，新栽种
的树木在风中摇曳，
树下连片的绿草已经披
上新绿，
河水缓缓流淌，掠过岸边青石，
栈道
沿河而建，直抵入海口。60 多岁的黄秉德
行走在红色步道上，感到身心愉悦，来海口
过冬的他，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散步。
被美景吸引的并不止黄秉德，自打建成
后，这处沿河生态带成为了附近居民休闲健
身的
“热门”
，树岛景观由栈桥和红树林进行
串连，
形成优美的滨海滨河景观。
除了“颜值”高，这里还有时光的“印

五源河湿地公园出海口示范段改造初具成效。
记”。前些年，由于外来物种入侵和人为排
污破坏等，五源河一度碧水清波不在，美景
不再，上游和下游河道的水质为劣 V 类，河
道中游水质为 IV 类水。而现在，有着浓郁
海南特色的椰子树、大叶油草再度遍布。
这段 500 多米的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
出海口示范段有约 1200 米的景观栈桥和近

4 万平方米的绿化景观，并通过一系列保
护、恢复与合理的改造，提升了湿地的生态
功能，向人们描绘出了未来五源河湿地公园
的整体之美。

公园整体项目今年底形成规模
根据《海南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总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昌江棋子湾海岸带复绿工作如火如荼

一天种下 110 亩植被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姚传
伟 通讯员林 朱辉 何顺彪）10 日上午，昌
江林业局联合昌化镇两委干部，按照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反馈意见和省海
岸带专项督查第六组的督查整改要求及
昌江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积极发扬
“严实硬”的作风，对海岸带 200 米红线范
围内开展复绿工作，共发动 320 多人，种
下黄槿 3600 株，
面积达 110 亩。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挖坑、栽种、填
土、浇灌，虽然强烈的海风给复绿作业加
大了不少难度，却阻挡不了人们工作的热
情，随着工作的稳步开展，沙滩上迅速形
成了一排整齐的黄槿林带。
下一步，昌江林业局将组织人员在海
岸带上栽种马鞍藤、木麻黄等绿色植被，
使
海岸带被毁坏的防护林得到更好的修复。
据了解，近段时间，昌江县委县政府

针对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反馈意
见及省海岸带专项督查第六组的督查整
改要求，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改工
作。目前，昌江已对棋子湾 1 号酒店项目
的临时施工围墙、群升海滩酒店项目样板
房，200 米红线范围内的水泥道路及民工
住宿活动板房进行拆除。昌江还将加大
对反馈问题的整改力度，确保按时按质
全面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回访

省委省政府 2017
“为民办实事”

我省完成 2017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的 1000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

让农民能真正地脚踏
“石地”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 （记者 王小
畅 实习生 何雅琴）近日，
记者驱车行驶在海
口琼山区云龙镇儒林村委会的美坦至福禄农
村公路上，
路边旖旎的田野风光和干净畅通
的路面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这条路今年9月
份建成通车的农村公路，
是今年我省为民办
实事项目的农村公路建设，
自然村村村通硬
化路任务之一，
它正在给当地村民生活带来
新的
“精彩”
。

路通了
村民清晨务工不再怕路滑
美坦村—福禄村农村公路总长 3.982 公
里、
宽3.5米，
于去年6月份开始修建，
至去年
9 月份正式完工通路。受益范围包括琼山区
美坦、
福禄、
儒林在内的多个自然村。
过去这条路迟迟未能修建，给美坦、福

禄的村民出行和农作品运输带来不便，儒
林村委会党支部林书明介绍，他曾多次向
人大提案，希望尽快解决两村的道路硬化
问题。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使这条农村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有一次，接亲的婚车都接进了村。”美
坦村村民陈先生回忆，那次连续下了几天
雨，进村的道路被水淹了，接亲车只能在村
外等亲。现在这条路硬化后，下半年尽管
有台风天气，但都没有被淹过。
道路环境的改善，也在影响着村民的
生活方式。
“这条路的修建给村民的生产生
活带来极大改变。”林书明说，以前村民开
摩托车每天外出务工，一下雨路上全是泥
巴，又脏又容易打滑。现在路修起来了，村
民每天早出晚归有了安全保障。在村或出

村务工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去年我省完成
1000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
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赢“十三
五”期间交通扶贫攻坚战，2017 年初，省
委、省政府计划投资 6.5 亿元，将包括该村
路在内的 675 个项目共计 1000 公里农村
公路建设列入 2017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 11 月
25 日，为民办实事项目的 1000 公里农村公
路 建 设 里 程 已 全 部 提 前 完 成 ，占 计 划 的
100%，
受益自然村庄达 1105 个。
截至目前，陵水、五指山等市县已实现
自然村村通硬化路；三亚、昌江等市县除了
极少数新纳入地方管理的农村连队外，也
基本实现村村通硬化路。

体规划（2017—2021）》，海口五源河国家湿
地公园规划总面积 1300.58 公顷，其中湿地
面积 958.39 公顷，湿地率为 73.69%。湿地
公园南起永庄水库，北至五源河河口海域，
主要包括永庄水库、五源河及五源河河口海
域 3 个湿地单元。
据悉，
五源河湿地公园规划以椰海大道
为界南北向将公园分为两期建设。五源河
湿地公园一期项目全长约 13.562 公里。目
前，五源河桥南侧的 2.8 公里段已施工建
设，将于今年春节完工。10 日，记者在五源
河桥南段看到，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两岸
已经栽种上了许多树木。而五源河湿地公
园二期项目的详规设计已完成，下一步施工
图设计将分批出图。整个五源河湿地公园
项目将于 2018 年底形成规模。
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是海南水生植物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多样化的湿地类型和洁
净的水源孕育了丰富多采的水生植物，是一
个不可多得的天然湿地植物花园。
“未来的五源河将成为生命之源、生态
之源、文化之源、智慧之源、活力之源的新五
源河。
”海口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提高站位 强化责任
立行立改 不折不扣抓好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
(上接 02 版)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立
行立改，不折不扣落实督察组反馈意
见的整改工作，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
亲自抓整改，切实把环境保护工作做
得更加扎实。要严肃责任追究，紧紧
抓住中央环保督察的“黄金机遇”，进
一步树立主体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把
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出台的 30 条措施
落到实处。要在抓紧整改的同时，坚
持实事求是，注重实地调查，逐项梳理
解决个案中的体制机制问题。要主动
发布整改信息，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监
督检查，明确整改配套措施。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宣传部长会
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要求深入
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认真落实
党中央的一系列工作部署。要牢牢把
握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以纪念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为契机，
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凝聚全省智慧和力量，
加快推动美好新海南建设，争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
告（送审稿）》，书面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海南省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草 案 的 报 告（送 审
稿）》和《关于海南省 2017 年预算执
行情况及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送
审稿）》。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省委、省政府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