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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全面推行林长制
新华社北京 1月 12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全文
如下。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
统，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为全面

提升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 进一
步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发展森
林草原资源的主体责任， 现就全面推行
林长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
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草
原资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
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
效机制，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建设。 (下转 3 版)

守护蓝天碧水 擦亮生态底色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本报通讯员 汝平

蓝天常在、 碧水长流是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近年来，我省生态环保齐抓
共管格局构建成型，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为核心，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
气质量、 水环境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
历史最好水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进一
步提升。

源头治污，保卫江淮蓝天
“以前进出小区能闻到很浓的油烟

味，现在闻不到了，很好！”1 月 9 日，亳州
市和平路沁园小区居民吕艳高兴地说。

曾经，沁园小区临街商铺牛肉馍店、
铁锅炖店、 烧烤店油烟管道口正对着小
区，油烟排到小区内，影响生活环境，被群
众投诉举报。 经城管部门督促，3 家饭店
进行整改， 不仅将排烟管道走向进行了
调整，还淘汰了老旧的油烟净化器，新装
了大风量复合式油烟净化设备。 “我们每
月定期清洗维护，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减

少空气污染。 ”牛肉馍店负责人李伟说。
治理餐饮油烟污染， 是蓝天保卫战

“控烧”中的一项工作。蓝天常在，是百姓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打赢蓝天保卫战，
我省以“五控”为抓手，即控煤、控气、控
车、控尘、控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
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等。

污染防治攻坚之下， 我省实现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 “全覆盖”， 全省在用
141 台火电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92 条水泥工业在产生产线全部达到
我省地方排污标准，10034 台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 全省范围内的
黄标车全部淘汰等。

源头减排、铁腕治污，蓝天数更多了，
空气更清新。 截至 2020 年 11 月， 全省
PM10 平均浓度 58.5 微克/立方米 ，较
2015 年同期下降 18.8%， 年均值第一次
稳定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除黄山、池
州外，14 个 2015 年未达标城市 PM2.5 平
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米， 较 2015 年同
期下降 28.8%，好于“十三五”下降 18%的

考核目标 ；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85.9%，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好水平。

生态修复，呵护碧水长流
“以前家门口这个河坝，就是一些乱

石堆，坝两边全是荒草地，没想到现在这
么漂亮了。 ”黄山市黄山区耿城镇金桥村
村民苗兰云说。

苗兰云点赞的是黄山脚下浦溪河的
变化。当地实施浦溪河综合改造，治理工
程包括河道治理工程、生态修复工程、道
路交通系统优化提升和饮水安全工程
等，并配套建设区域内绿化、景观、文化
旅游等设施，总投资 7.88 亿元。 经过改
造提升，如今河水清澈见底，远远近近点
缀着观景亭， 一派诗情画意。 市民赞誉
“治好一条河、美了一座城”。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是城市的纽带。
为保护水环境，我省推深做实河（湖）长
制， 实施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制
度体系。 去年年底，我省发布“总河长令
1 号”，在全省组织开展“清江清河清湖”
专项行动，清理整治乱占、乱排、乱捕等

危害河湖健康生命的突出问题， 促进实
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管理
保护目标。

实施碧水保卫战， 我省重点推进城
镇污染、农业农村污染、水源地污染、工
业污染、船舶港口污染治理等。随着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深入实
施，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省 231 条城市
黑臭水体， 已完成整治 218 条， 完成率
94.4%。 “十年禁渔”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
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去年 6 月起，我省
强力推进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 长江干
流安徽段及其 8 个重要支流等范围内，
渔民全部退出捕鱼作业。 全面推广生态
补偿新安江模式， 我省以水质国考断面
为基础， 建立地表水生态补偿断面 121
个，基本实现主要水体全覆盖。

水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截至 2020 年
11 月 ，全省 106 个国考断面中 ，水质优
良断面比例为 84%， 好于考核目标 9.5
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 其中，长江流
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 90%， 创国家考核
以来最好水平。 (下转 3 版)

金融信贷支持150多万户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 何珂）全省金融系统

去年围绕稳企业保就业， 用好用足国家
信贷支持政策， 推动小微企业信贷 “增
量、扩面、提质、降本”，2020 年 10 月末，
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150.9 万户， 较年初
增加 19.1 万户。 全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41%，同比下降 64 个基点。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何昌顺介
绍，我省充分运用国家 3000 亿元疫情防
控专项再贷款政策， 累计向 421 户疫情
防控重点企业发放贷款 117 亿元； 运用
国家 5000 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
政策，累计向 1.4 万户企业发放贷款 201
亿元； 运用国家 1 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
政策，累计向 2.4 万户企业发放贷款 207
亿元。同时，积极落实国家两项直达实体
货币政策， 撬动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

构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15.9 万笔 、
121.6 亿元 ； 实施延期偿还贷款本金
178.7 亿元、惠及企业 9916 户，为 4.6 万
名员工提供了稳岗支持。

我省还积极推广应急贷款试点，加
大信贷资金支持受疫情、 汛情影响，营
业收入下降、现金流紧张但具有市场前
景的中小企业。 截至去年 11 月末，全省
已发放应急贷款 8.36 亿元，贷款平均利
率 4.46%， 惠及 230 户企业、2.8 万名就
业人员。

抢抓资本市场政策机遇推进直接融
资。 去年 1 月至 11 月，全省新增境内上
市公司 19 家 ；新增 “新三板 ”挂牌企业
10 家，2 家企业登陆“新三板”精选层；省
区域性股权市场新增挂牌企业 1580 家，
其中科创板 975 家。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月同比上涨0.4%
2020年全年上涨 2.7%

本报讯（记者 胡旭） 国家统计局安
徽调查总队 1月 12 日发布数据，2020 年
12 月份，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4%，环比上涨 0.9%。在猪肉、鲜菜价格反
弹的支撑下 ， 当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1%，支撑当月物价由上月同比下滑 0.6%
转为上行态势。 2020年全年，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比 2019年上涨 2.7%。

当月 ，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8%，鲜菜价格上涨 8.6%，畜肉类价格
上涨 3.0%，水产品价格上涨 3.6%，鲜果
价格上涨 4.0%，蛋类价格下降 13.5%。

环比来看， 食品烟酒价格累计上涨
8.4%，影响 CPI上涨约 2.67 个百分点，成
为拉抬当月物价上行的主要动力。 畜肉
类价格上涨 39.4%，影响 CPI上涨约 2.12
个百分点，仅猪肉价格就上涨 47.8%，影

响 CPI上涨约 1.61个百分点， 超过当月
CPI环比涨幅。 鲜菜价格上涨 10.2%，影
响 CPI上涨约 0.28个百分点； 水产品价
格上涨 5.5%，影响 CPI 上涨约 0.10 个百
分点。 鲜果价格下降 15.4%，影响 CPI下
降约 0.29 个百分点 ； 蛋类价格下降
12.3%，影响 CPI下降约 0.07个百分点。

当月物价同比环比均保持反弹上行
态势。除食品价格外，其他商品价格同比
环比均保持平稳态势。

2020 年全年，食品烟酒价格累计上
涨 8.4%，畜肉类价格上涨 39.4%，其中
猪肉价格上涨 47.8% ， 鲜菜价格上涨
10.2%，水产品价格上涨 5.5%，鲜果价格
下降 15.4%，蛋类价格下降 12.3%。 畜肉
类价格处相对高位， 是当前的 CPI 上行
的主导因素和直接支撑力量。

砥砺检察担当 服务中心大局
———2020年省检察院工作综述

■ 本报记者 李浩

2020 年极不平凡，危机中孕育着新
机；2020 年极不简单， 变局中开拓了新
局。 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决策部
署，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
断更新检察理念， 积极践行为民初心，
在服务“六稳”“六保”中彰显了“四大检
察”（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
公益诉讼检察）的新担当和新作为。

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
件 15.36万件，同比上升 18%，其中，审查

逮捕案件 15070件，审查起诉 45312件。 服
务民企发展、公开听证、检务公开等多项工
作，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介绍经验，20个案
件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 典型
案例，整体检察工作又有新的跃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袭来，省检察
院快速反应， 大年初五即向全省发出通
知，要求各级检察院一手抓好自身防疫工
作，一手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各类违法犯
罪行为，积极主动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 全省三级检察干警坚决响
应，迅速行动。

为坚决守护防疫秩序，准确打击涉疫
违法犯罪，省检察院直接挂牌督办 7 起涉
疫案件，依法从严从快办理扰乱疫情防控
秩序、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医用产品等刑事
犯罪 280 件 353 人。在全省部署开展为期
10 个月的专项检察监督， 严厉打击涉野
生动物违法犯罪，着力阻断疫情风险源。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成为检察机关
服务大局的重中之重。 稳就业就是保民
生， 服务民企发展就是服务 “六稳”“六
保”。 省检察院部署开展“351”工程，持续
纵深推进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着力解决民

营企业投诉难、答复慢、保护措施落不实
等突出问题，对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
罪依法严惩，共办理此类案件 802人。

2020 年，三大攻坚战同步“攻坚”。全
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职， 积极展现检察担
当，对待破坏扶贫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共
起诉坑农害农犯罪 225 人； 对待困难群
众则展现司法温情， 向因案返贫致贫当
事人发放救助金 1022 万元。

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构建起“1+
6”风险防控体系，积极参与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 突出打击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集
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 339 人，起诉 985 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作为公共
利益的代表， 全省检察机关立足生态检
察， 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长江禁捕专项
监督， 持续深化 “守护绿色江淮美好家
园”专项检察，共提起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公益诉讼 346 件， 向渔业等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 37 份，着力让“禁渔令”成
为“铁令”。 (下转 3 版)

巢湖大桥
建成通车

搬离蓄洪区 过上新生活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1月初的一个下午，冬日的暖阳慢慢
驱走严寒， 阜南县王家坝镇和谐村村民
杨春明正坐在他新家的阳台上哼着小
曲、晒着太阳。

“自去年国庆节搬家以来，俺已在新
家住了 3 个多月了。 这新房子住得就是
舒服，宽敞、干净、暖和，比以前庄台上的
老房子强多了。 ”杨春明笑着说。

杨春明以前住在位于蒙洼行蓄洪区
内的自由村庄台上。 房屋拥挤、 环境较
差，一蓄洪，庄台就成了一座“孤岛”，出
门得坐船，出行不方便。 如今，杨春明搬

进了保庄圩上的安置小区， 住上了 120
平方米的楼房。

老杨的乔迁之喜， 令庄台上的不少
乡亲们心向往之。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
蓄洪区居民像老杨一样， 搬离旧址、住
上新居。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安徽时指出， 要根据蓄洪区特点安排群
众生产生活，扬长避短，同时引导和鼓励
乡亲们逐步搬离出去， 确保蓄洪区人口
不再增多。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精准确定实施方案，目前，淮河行蓄洪区
居民迁建顺利推进。

“自愿、精准、规范，是我们蓄洪区居
民迁建的基本原则。 ”据阜南县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首先，搬不搬完全尊重老
百姓意愿； 其次， 制定政策确保精准有
效，如为鼓励居民外迁，阜南县在县级财
力最大承受范围内， 制定了蒙洼蓄洪区
居民外迁补助标准， 精简了蒙洼蓄洪区
居民外迁购房手续， 让外迁居民买得起
房、轻松买房，用政策红利鼓励蒙洼蓄洪
区居民外迁至城区入住；再次，严格规范
迁建流程，按照“户申请、村评议、乡镇审
核公示” 的流程， 严格把关搬迁人口认
定。建立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制度，有关工
程款、安置补助等资金，做到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
“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将做到‘减总

量、优存量’，对于已实施搬迁安置的群
众，及时拆除庄台上的原有房屋，腾退宅
基地，防止‘回迁’；同时，鼓励村民在房
前屋后建设‘四小园’，全面改善庄台居
住环境，做到‘优存量’。 ”该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 阜南县 2018 年至 2021 年
将实施居民迁建 14683 户 55084 人 ，目
前已完成外迁安置 4141 户 13918人。

在省级层面， 各部门积极落实要素
保障。 如围绕土地， 省自然资源厅实行
“绿色通道”制度，淮河行蓄洪区安全建
设项目用地报批优先办理， 实现快事快
办，完成居民迁建项目用地审批 1.17 万
亩；针对资金，省发改委会同省水利厅、
省财政厅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35.2 亿元，
落实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12.3 亿元。

(下转 3 版)

优化营商环境的“芜湖创新”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真是太快了！ ”看着从机器里“吐”
出来的营业执照，“90 后”姑娘徐庆萍难
掩兴奋。日前，她来到芜湖市鸠江区官陡
市场监管所， 在一台个体登记自助一体
机上插入自己的身份证，通过人脸识别、
身份认证后，按照提示输入相关信息，不
一会工夫， 一份经营建筑建材的营业执
照便打印好了。不用填表，也不用人工审
核，整个办照过程大约 5 分钟。

如今在芜湖，随着“放管服”改革不
断推进，上线运行的“智能审批”系统让
政务服务做到 24 小时 “不打烊 ”、营业
执照“秒批”，为越来越多的个体经营者
提供了便利。 不仅个体工商户登记“随
到随办、立等可取 、秒批发照 ”，新设企
业同样做到“一日办结”，还能享受专为

新开办企业定制的“大礼包”———5 枚免
费刻制公章， 基本涵盖企业从开户、领
票、经营等各个方面对于印章的需求。截
至 2020 年底，芜湖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439398 户，其中企业 109895 户 ,分别比
“十二五”末增长了 133.22%和 137.07%。

为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 ，落实 “六
保”任务，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营造公
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芜湖市发挥改
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 依靠改革破除发
展瓶颈，增强发展动力。在全面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的同时，对新产业、新业态坚持
包容审慎监管，在全省率先出台“轻微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先后两批共
梳理了不予处罚的 100 项首次轻微违法
行为，涵盖市场监管全领域，施行“有温
度的执法”，该市累计 200 多户市场主体
受益清单免受处罚。 (下转 3 版)

1月 12日，合肥环巢湖
大道首座跨湖大桥巢湖大

桥通车。巢湖大桥位于巢湖
市西郊，双向六车道 ，全长
1122米，是巢湖上首座跨度
超过 1000 米的大桥。
本报通讯员 李远波 摄

2020年度安徽“十大新闻”
“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 ）1 月 12
日， 由安徽日报社主办的 2020 年度
安徽 “十大新闻”“十大新闻人物”评
选揭晓。

十大新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安徽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扎实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省委十届
十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制定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擘画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
徽宏伟蓝图； 经济增速逐季加快，为
“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
础 ；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
战 、阻击战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长江、淮河、
巢湖“三线作战”，防汛救灾取得全面
胜利；3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开启
乡村振兴新征程；安徽自贸试验区扬
帆起航， 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合安高铁开通

运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深
入推进；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实现
算力全球领先，安徽区域创新能力连
续 9 年居全国第一方阵；全国文明城
市新当选数位居全国第二，精神文明
建设成果丰硕。

十大新闻人物是： 抗击疫情的最
美“逆行者”安徽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谱写决战决胜精彩华章的全国脱贫攻
坚奖获得者崔兴文、焦凤军、甘启斌、
孟守东；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科大方
案”专家魏海明、徐晓玲；用生命践行
使命的组工干部施咏康； 水火淬青春
的“中国消防忠诚卫士”陈陆；经历生
死考验的抗洪勇士冒小驰； 做贫困群
众“亲闺女”的最美公务员刘双燕；扎
根乡村的教书育人楷模孙浩； 人工智
能领域的争先者胡郁； 深藏功名的抗
美援朝战斗英雄宋良友。

（详见 5-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