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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在给人们日常生
活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产生的污染问题
也日益严重。如何在方便生活与环境保护
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议
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今年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印发实施。近日，国家9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的通知》，对禁限管理提出明确细化标
准。细化标准紧抓环境泄露风险大的品
种，努力寻求保护生态环境与方便群众生
活的平衡。

——抓住痛点，重点关注环境泄露风
险大的品种。近年来，随着我国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体系的不断完善，大多数长消费
周期塑料制品和一些短消费周期塑料制
品，如饮料瓶、塑料玩具等基本能够得到有
效回收利用。但再利用价值较低，或者较
难进行分类利用的品种，就成为塑料污染
的主要来源，也是塑料污染治理的关键。

细化标准紧紧抓住这些环境泄露风
险大的品种，重点推动。如厚度小于0.01
毫米的不可降解农用地膜，其在使用后

“一扯就碎”，非常难回收。在工作基础较
好的地区，厚度达标的农用地膜回收率能
达到80%左右，而超薄地膜回收率则非常
低，长年累积会给耕地质量带来危害。再
如添加塑料微珠的淋洗类化妆品，其中的
塑料微珠会随着污水系统进入自然环境，
污染量虽然不大，但带来的累积性环境影
响和危害不容忽视。

——对标国际，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经
验和做法。2017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一
项旨在停止扔弃塑料的决议；2018年5月，
欧盟委员会对常见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提
出禁限措施，包括限制在产品中使用微塑
料、降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的使用量等。细化标准在禁限品种
选择、禁限范围确定等方面，基本上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当。同时充分
考虑我国国情，采取了分区域、分领域、分阶段的推进模式，构建起覆
盖生产、消费流通和处置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制度体系。

——有抓有放，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生活需要。塑料污染
治理既要旗帜鲜明地大力推进，也要兼顾实际生活中的可行性，循序
渐进，有序开展，实现科学管理、精准管理和动态管理。

细化标准对以往政策已经明确禁止的品种进行了再次强调。如
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0.01毫米的农用地
膜、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等。同时对部分品种的禁限范围进行了具
体界定。如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主要是指沐浴剂、洁面乳、洗发
水等淋洗类化妆品和牙膏、牙粉，暂不具备禁止条件的驻留类化妆品
尚未纳入禁限范围。不可降解塑料袋主要指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
不包括盛装散装食品、熟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保鲜袋等。在范
围上，2020年底前主要是在超市、药店、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展会活
动等场景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暂不涵盖其他使用场景。

——特殊豁免，考虑特殊时期、特殊场景的特殊需要。塑料制品
具有方便实用的特点，在一些特殊时期或特定场景下，具有一定的不
可替代性。因此，限塑工作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搞一刀切，需要对特
殊情况进行适当豁免。细化标准在一次性塑料棉签的禁止使用上，
就充分考虑到了医疗应用领域的特殊需求，对医疗器械类塑料棉签
进行豁免。同时，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的特殊需要，细化
标准规定，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用于特定区域应急保障、物资配送、餐饮
服务等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免于禁限使用。

兼顾生活便利与环境保护是全社会面对的共同课题，涉及部分企
业的切身利益，涉及群众生活习惯的改变。因此，要做好限塑工作，不
仅需要政府积极行动起来，也需要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执行
好有关规定，走绿色发展之路，更需要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践行绿色生
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塑料污染治理全社会共治共享的治理格
局，确保政策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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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保案件，从发现企业违法问题
到上报案件，到执法队调查做笔录，再到进
入处罚程序，24小时内全部完成。如此高
效快捷，智慧东昌环保智慧‘云’监管体系发
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近日，山东聊城
市东昌府区网格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潘龙
礼向记者介绍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个企业生
态违法案件处理过程。

7月4日，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嘉
明社区生态环保专职网格员郑乃一在日常
巡查中发现，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没有严格
落实涉VOCs（挥发性有机物）企业生产时
开启环保设备的要求，同时还存在企业生产
时环保设备未开启、厂区内杂物乱堆乱放、
扬尘明显、生产原料未合理堆放等问题。郑
乃一立即拿出手机进行拍照取证，并现场对
工人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违规告知，督促其
按照相应整改措施进行整改。

后经多方督促，企业负责人依然不予配
合治理厂房内环保问题。郑乃一随即利用

手机APP通过智慧东昌环保平台进行事件
上报。随后，环保执法大队辖区负责人丁晓
东立刻对企业进行调查，确定了企业的环境
违法行为，并将此案件转交至区环保局执法
大队，对企业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进行
了相应处罚。

“依托智慧东昌环保平台的线上支持，
普通环境问题1小时到现场、3小时整改完
成，较复杂问题1小时到现场、24小时整改
完成。”潘龙礼说。

为了及时有效查处、解决发生在基层的
生态环境方面的违法行为，东昌府区建立起
智慧东昌网格化监管体系，规避了过去推诿
扯皮、地方保护的现象，实现了环境监管执
法反应快、全覆盖、无盲区的良好工作效果。

智慧东昌环保平台是东昌府区环保工
作的指挥中枢，可实现两项功能——大气环
境在线监测和网格化管理。其数据来源于
散布在乡镇（街道）的14个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标准站和229个社区自动监测微观站。
这243个自动监测站可实时上传监测数据
至智慧环保大厅，并对异常数据自行报警。
网格员可根据报警信息或日常巡查，精准找
出污染源。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专职网格员通过
“智慧东昌”手机APP共录入辖区固定污染
源4407个。1月至6月，环保专职网格员共
上报案件 5314 件，案件整改结案率达到
98.66%，把很多污染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构
筑起东昌府区大气污染防治的一道新防线。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

环保“云”筑起污染防治新防线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二级平台监管员正在智慧环保大厅对全区网格员进行协调调度和
案件审核督办。 王忠友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守护“地球之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亮点纷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潘世鹏

不久前，记者深入海南省五指山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实地探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建
设情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区位于海
南岛中部山区，东起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西至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起保亭
县毛感乡，北至黎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达4400余平方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
面积的七分之一。范围涉及五指山、琼中、
白沙、昌江、东方、保亭、陵水、乐东、万宁9
个市县，涵盖并连通了五指山、鹦哥岭、尖
峰岭、霸王岭、吊罗山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黎母山、猴猕岭、佳西、俄贤岭4个省级
自然保护区，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
山4个国家森林公园，南高岭、子阳、毛瑞、
猴猕岭、盘龙、阿陀岭6个省级森林公园及
毛瑞、卡法岭、通什等相关国有林场。据统
计，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已记录有野
生维管植物3577种，隶属220科1142属，
有各类保护植物432种。

2019年4月1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成立。在海南省林业局局长、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夏斐
看来，“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具有
筑牢海南绿色生态屏障、保护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拯救热带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资源、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现路径的重大意义”。

生态搬迁助力“绿富美”

进入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银坡村，
一栋栋独具民族特色的小楼紧紧挨在一
起，标准化篮球场上，孩子们正欢快玩耍，
盛开着各种鲜花的花圃将村庄装扮得亮
丽多姿。

2015年12月，白沙黎族自治县全面
实施对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
保护区内的南开乡道银村、坡告村两个村
30户142人的生态移民搬迁工作。不到
一年时间，一座崭新的现代化黎族风情村
寨在山外重建，道银、坡告两村也合并为
银坡村。2017年，银坡村村民全部实施生
态移民易地搬迁。

今年76岁的银坡村村民符桂春对生

态移民搬迁感触颇深：“我家原来住在山
上，房屋破旧，也没有收入来源。由于山
高路远，种植的橡胶树只能卖胶片，卖价
很低。经过生态搬迁，现在住进了小洋
楼，还分到了橡胶林，在村子里就可以卖
胶水，收入更高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当上
了护林员，再也没有村民去砍树了。”

如何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更能致
富？产业推动是关键。南开乡为村民人
均安置了10亩已经开割的胶园，并发放林
权证，让村民们吃了“定心丸”。同时，新
村所在地预留了20亩乡村旅游用地，为以
后发展旅游做好了准备。

据了解，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生态
搬迁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试点搬迁，
2019年9月1日启动白沙县3个自然村共
118户 498人整体搬迁，预计 2020年完
成；第二步对保护区内剩余 8个自然村
352户1387人实施生态搬迁，计划2021
年完成全部470户1885人生态搬迁。

村民参与筑绿色屏障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处的海南
中部山区是生态敏感区和生物多样性富
集区，也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
区，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除了依靠政府的
强力推动外，群众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也是国家公园保护的重要力量。

据了解，早在2006年，海南省就根据
每年财政能力递增情况增加了生态转移
支付力度，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
补偿”的原则，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背起灭火水袋，挎着镰刀，带上打火
鞭，每天早上7点半，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
乡护林员冼庆耀都会骑着摩托车前往林
区开始一天的护林防火值守工作。

与冼庆耀一样，银坡村护林小组组长
符永进每天都会带领村里的15名护林员

进山巡护，除了防止有人捕猎盗伐外，还
要做好护林防火工作。符永进告诉记者：

“我们这些护林队员当中不少人都曾经是
老猎户、伐木工，从原来的生态破坏者到
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者，护林员们在工作
中实现了人生价值，大家通过今天的努力
来弥补曾经给大自然造成的破坏。”

除了保护山林资源，村民们还积极保
护珍稀野生动物，成为动物们的好朋友。

在海南岛的原始雨林中，生活着全球
最濒危的长臂猿——海南长臂猿，目前种
群数量仅存5群30只，因此被列为极度濒
危物种，被称作“全世界最孤独的灵长
类”。青松乡苗村村民李文永从事海南长
臂猿保护监测工作已有11年了。“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海南长臂猿有2000多只。随
着森林砍伐和人为猎杀，到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只剩2群7只至9只。这几年，随着
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种群数量才
慢慢有所增长。我每天都要观察长臂猿
的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我要好好保护它
们。”

荒山野岭重新披绿装

吊罗山林业局护林员王勇是一名“林
二代”。王勇的父亲早年在林业局当卫生
员，王勇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林业局工作
至今。明年就要退休的王勇每天都坚守
在林区工作一线，他说：“我在林场工作了
一辈子，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王勇告诉记者：“早些年人们没有环
保意识，把山里的大树几乎都砍光了，山
里的河水也基本干了。再看看现在，山里
的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经过‘天保工程’
20多年的休养生息，山林里又出现了很多
参天大树。这些，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无
价之宝。”

1998年洪涝灾害后，针对长期以来我

国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态环
境恶化的现实，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重大决策。

实施天保工程20多年来，海南省天保
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不到 90%提高到
98.16%，森林蓄积量从不到5000万立方
米增加到7090.4万立方米，野生动植物也
明显增加。如今，海南天然雨林已全部列
为禁伐区。

据海南省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推动天保工程实施，海南省政府出台了关
于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建设的
意见。省直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同步
推进林区职工安置、职工社会保险、民生
工程建设等。全省通过加强森林管护，实
行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森林面积、蓄积
量逐年提高。随着生态环境恢复，野生动
植物种类、数量明显增加。

记者在海南邦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站旁的坡鹿保护区看到，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坡鹿在草场上跑跳嬉戏，好不热
闹。占地面积达5427亩的广阔土地为坡
鹿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驯养员刘中
山说：“邦溪自然保护区现有坡鹿200多
只，为坡鹿自由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空
间。保护区内人工干预很少，我们平时只
是外出割些坡鹿爱吃的草料带回来给它
们食用。”

在海南热带雨林中，植物新种以每年
平均7个的速度被发现。自2019年4月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至今，短短
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发现了9个植物新种。

在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深
处多处架设了红外线自动相机设备，这些
设备帮助林业部门发现了众多珍稀动物
的活动轨迹。保护区成立的国内首支水
獭监测队就在吊罗山区域发现了4只小爪
水獭的活动踪迹。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生态系统，对地球生态有着十

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海南热带雨林

是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

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我

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

最大的热带雨林，拥有众多海南特有

的动植物种类，是全球重要的种质资

源基因库，是我国热带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地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海南吊罗山保护区内的雨林。 潘世鹏摄

初秋的早晨，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天星村晨雾笼罩，为远
山、稻田、村落蒙上了一层半透明的“轻纱”，与民居相互映衬，好一幅
美不胜收的田园山水画。 曹永龙摄（中经视觉）

山乡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