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月 12日，合肥市蜀山区某写字楼地下停车场利用办公错峰，开辟错时停车区域。

共享停车，闲置车位“活”起来
一边是居民区停车位紧张， 一边是办公

楼地下车库空闲。 为破解停车难题，合肥市探
索共享停车、错峰停车等措施，通过释放和盘
活公共停车空间，推进资源高效利用，让更多
闲置车位活起来。

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东海花园社区住户
多、车位少，与其一路之隔的朝霞小学成为该
市首批开放的中小学停车场， 在确保校园安
全的前提下，规划 100 个闲置车位，通过分区
管理，将共享时段定为晚上 6 时至次日 8 时，
市民通过“合肥停车”App 购买共享月票便可
进入。 另一边的包河区老年大学地面地下空

闲车位较多， 当地城管部门通过盘活公共机
构空闲资源， 以签订租金协议的方式全天候
为周边居民提供便利。

据了解，目前，合肥市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商业综合体的 68 处停车资源向社会开
放，累计提供停车泊位 28045 个；利用城区待
建地、 边角空地等新建临时停车场 67 个，共
释放共享停车位 8150 个；鼓励商业综合体开
展共享停车，共有 21 个商业中心向周边社区
开放停车泊位 6000 余个。

本报记者 程兆 摄影报道

茛 1 月 13 日，合肥市包河区
城管局和物业公司的工作人

员向市民解答共享停车办理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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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洋

枞阳县地形地貌种类多样化， 有着
“北山、中湖、南长江”独特的地貌特征。
依托自然禀赋，该县激活林长制，在造林
护林的同时，做活“林”文章、发展“林”经
济，形成林长护、林中干、林间游绿色发
展路径，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林长护，护出绿色品牌
“以前是靠山吃山， 现在是护山靠

山。 我们的三公山郁郁葱葱，保护得多
好。 ”家住三公山脚下的枞阳县钱铺镇
鹿狮村村民吴三友告诉记者，现在村干
部常态化巡山 ， 镇里干部也会定期上
山 ， 有时还会有技术人员给山林树木
“体检”，没有了滥砍偷伐，山更青了，景
色更美了。

吴三友所说的村镇干部，也是村级、
镇级林长。鹿狮村村级林长、村党委书记
王详海告诉记者，林长制实施以来，每一
级都有林长，管绿、护绿责任到人，他每
周至少上山巡查一次。

枞阳县林业资源丰富， 林地总面积
占该县县域国土总面积的 23.27%。 2018
年，枞阳县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林长制
体系，设立县级总林长 2 名、副总林长 3
名、县级林长 26 名、乡镇级林长 196 名、
村级林长 818 名， 聘用生态护林员 615
名， 每块林地和湿地还对应落实了森林

警察和林业技术人员，确保一山一坡、一
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

“林长制体系建立后，护绿管绿更有
力度，增绿成效同样明显。 ”枞阳林长办
负责人李国平说，该县林地面积由“十三
五”初的 55.29 万亩发展到如今 58.56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20.79% 提 升 到
22.67%， 林木绿化率由 25.53%提升到
28.02%， 活立木总蓄积量由 199.2 万立
方米提升到 239.3 万立方米。

护林增绿打造出生态环境品牌。 枞
阳县成功上榜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公布的 2020 年度“中国天然氧吧”，
成为该轮“中国天然氧吧”评审安徽唯一
入选地区。

林中干，干出红火日子
底蕴深厚的乌金渡、 峰峦起伏的灵

山， 孕育出枞阳县金社镇金渡村乌金云
雾生态茶园的蓬勃生机。眼下，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村民补植补栽茶苗。 小锄头起
落之间，扎根的不仅是茶苗，还有村民脱
贫致富的憧憬。

丁俊香曾是金渡村贫困户， 年龄大
了不便外出打工， 乌金云雾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聘用她在茶园里务工。 “山上
的工友大部分是贫困户， 工资每人每天
100 元。 ”丁俊香说。

林长制实施以来， 枞阳县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推进集体林地“三变”“三

权分置”， 培育出了一批林业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家庭林场。目前，枞阳县注
册的各类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有 141 家，
全县林下经济发展面积 13.2 万亩，林业
产业总产值由 2015 年的 8.8 亿元发展
到 2020 年的 23.3 亿元， 林下经济就业
人数 6000 多人，农民从事林业产业的人
均收入由 5 年前的不足 3000 元提高到
目前的 10000 多元。

枞阳县还在县级层面将白茶、 苗木
花卉列入重点推进的六大产业 “万千工
程”项目实施，培育出 5 家成规模的白茶
经营主体，白茶种植面积超过 2 万亩，共
计辐射带动农户、 贫困户近 4800 户；打
造苗木花卉基地 2 万亩， 共计辐射带动
约 500 户农户、贫困户。

林间游，游出振兴亮点
日前， 记者走进枞阳县白梅乡岩前

村。 山脚下的小溪畔坐落着几栋木质房
屋，其间以木质回廊连接，在回廊和亭子
里， 不少游客拿出手机拍下眼前的美丽
景色。

“这是我们村里的研学基地，每到节
假日， 就有很多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学校
或教育机构组织学生来这里感受农耕文
化。 ”岩前村委会主任胡德祥告诉记者，
村里依托白云岩良好的生态环境， 建成
研学基地，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村里参观。
游客增加了、人气更旺了，村里产业形态

也随之丰富起来。
实行林长制以来， 枞阳县创建了 5

个省级森林城镇 、29 个省级森林村庄 、
24.2 公里森林长廊，白柳镇山河村、麒麟
镇新安村荣获“国家森林乡村”称号。 依
托绿水青山优美生态环境， 枞阳县结合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契机， 打造生
态休闲、 名人故里游等一批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对生态优良且具有一定地域历
史文化的中心村， 加大历史文物和自然
文化景观的保护利用，推动形成“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旅游格局。

让有条件的乡村“游出”振兴亮点，
枞阳县推动实行“大景区带动”模式，以
浮山国家森林公园为重点，带动三公山、
白云岩、岱鳌山、大青山区域，把现代林
业与生态观光、乡村旅游深度结合，整合
观光、采摘、养生等旅游项目发展“林旅”
模式，打造了一批集休闲养生、观光游憩
于一体的林下经济综合体， 促进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

该县还通过举办森林生态文化图
片展 、“茶山体验之旅 ”，组织开展枞阳
“十大美景 ”评选等活动 ，不断创新宣
传推广方式 ，持续提升 “林旅 ”目的地
知名度。 “十三五”期间，枞阳县生态旅
游总人数近 200 万人次 ， 旅游总收入
逾 3 亿元。

枞阳县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在造林护林的同时做活“林”文章、发展“林”经济———

让绿水青山成脱贫“靠山”

企业请注意，环保执法有变化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 高

敬）生态环境部 14 日公布了《关于优化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
指导意见》。随着这份文件的各项制度落
地， 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将发生变化。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曹
立平当天表示， 指导意见向全国生态环
境执法队伍指明了当前工作的总体方向
和路径， 同时向企业和社会释放了优化
执法方式的积极信号。 企业和行业协会
希望减少并规范现场检查， 对企业激励
帮扶措施落实落地， 指导意见将体现差
异化、智能化、规范化监管以及加强执法
帮扶等思路。

企业尤其关注生态环境部门执法方
式的变化。 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建立实施监督执法
正面清单制度、推行非现场监管方式等。

曹立平表示，要通过这些制度，切实
落实差异化监管措施， 精准投放执法资
源， 在减少对企业干扰的同时提高对违
法问题的发现率。

记者注意到，指导意见特别提出，大
力拓展非现场监管的手段及应用， 将其
作为日常执法检查的重要方式。

对此， 曹立平解释说， 在当前形势
下，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负担、规范
并减少现场检查已成为大势所趋。 但生
态环境执法必须坚持方向不变、 力度不
减， 非现场监管作为一种不干扰企业正
常生产的监管手段， 作为对现场检查进
行重要补充的监管方式， 将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成为今后日常执法检查的
主要方式之一。

据介绍， 当前非现场监管的主要手
段以自动监控为主， 包括视频监控和环
保设施用水、 用电监控等物联网监管手
段，无人机、无人船、走航车以及卫星遥
感等科技监测手段。 指导意见强调通过
各种非现场监管， 实现违法风险监测预
警，最终启动现场检查的机制。

指导意见还提出， 通过区域交叉检
查和专案查办制度， 以集中调取精干执
法资源， 确保重点任务和重点案件办理
高效完成。

快递服务哪家快？
国家邮政局发布调查结果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记者 赵

文君） 国家邮政局 14日举行一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 发布 2020年快递服务满意
度调查和时限测试结果。 受疫情影响，
2020年，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全程时限
为 58.23小时，较 2019年延长 2.03小时。

10 家品牌快递企业的全程时限和
72 小时准时率排名均为： 顺丰速运、邮
政 EMS、京东快递 、中通快递 、韵达速
递、百世快递、申通快递、圆通速递、天天
快递、德邦快递。

从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时限测试
结果来看，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国重
点地区快递服务全程时限为 58.23 小

时，较 2019 年延长 2.03 小时；72 小时准
时率为 77.11%， 较 2019 年降低 2.15 个
百分点。 从月度情况看，1 至 3 月受到显
著影响， 全程时限明显延长，72 小时准
时率显著下降。自 4 月开始，随着复产复
工的效果显现，逐步接近正常水平。 “十
三五”时期，全程时限较“十二五”末期缩
短 0.48 小时 ，72 小时准时率提升 1.58
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和测试由国家邮政局组织
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对象为 2019 年国
内快递业务量排名居前、 体现主要市场
份额的 10 家全网型快递服务品牌，调查
范围覆盖 50 个城市。

我省部署抓好当前蔬菜生产保供
本报讯（记者 史力）省农业农村厅

日前发布通知部署当前蔬菜生产保供。
通知要求，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切实抓好
田间生产，落实防灾措施，有效应对连续
寒潮天气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保持蔬
菜市场充足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保障
群众日常生活特别是春节生活需要。

通知要求， 要把狠抓蔬菜生产、保
障供给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大事
要事来抓。 结合冬春蔬菜生产特点，统
筹安排好产品结构和生产布局。 通过充
分利用冬闲田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蔬
菜面积和产量。 丰富品种类型，以蔬菜
标准园区和规模化生产基地为重点，引
导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适当增加应季、

应急叶菜和速生蔬菜生产，保障蔬菜均
衡供应。 组织人力及时采收，及时上市，
增加供给能力。

入冬以来， 我省蔬菜生产遭遇了寒
潮、雨雪、寡照等灾害性天气影响。 气象
预报显示， 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有连续寒
潮等不利天气。通知强调，各地要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 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急预
案，因地制宜、因苗施策，落实防灾减灾
技术措施。 认真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及时发布主要蔬菜产品供求信息，引
导蔬菜种植户、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做
好市场余缺调剂工作，稳定市场预期。畅
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确保蔬
菜进得了城、入得了店。

今日起局部有雨夹雪或小雪
本报讯 （记者 史力 ）这两天天气

大回暖 ，白天甚至有温暖如春的感觉 。
不过这样的回暖只是暂时现象 。 据省
气象台最新预报，1 月 15 日起，新的冷
空气又将把气温 “打回原形 ”，大别山
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还可能有雨夹
雪或小雪。

据省气象部门观测，1 月 13 日全省
晴天到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15℃到 18℃，全省最高霍山 20.3℃。 沿
淮西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中部出现
6～7 级阵风，10 个站阵风 8 级， 最大为
东至 18.7 米/秒。 14 日气温继续升高，当
日全省最高温度达到 22℃，仍然出现在

霍山。 石台、泾县等 9 个站最高温度突
破 20℃。 预计今日到 16 日受冷空气影
响，全省平均气温将逐渐下降 8℃左右，
同时偏北风力增至 3～4 级 ， 阵风 7～8
级。16 日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
有雨夹雪或小雪。 冷空气过后 17 日早
晨江北最低气温-5～ -3℃；18 日早晨江
南-5～ -3℃。

气象部门提醒，14 日至 15 日白天，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中西部、 黄淮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浮尘天气。 15 日长三角区域中西部受浮
尘天气影响。 16 日起区域大部大气扩散
条件较好，无明显霾天气。

松材线虫病除治行动展开
本报讯（记者 汤超）近日，安徽省重

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
《国有林场和自然保护地松材线虫病除
治“百日突击战”方案》,各地积极组织、
迅速行动， 打响了全省国有林场和自然
保护地松材线虫病除治“百日突击战”。

“百日突击战”坚持目标管理，将除
治任务分解到 82 个有疫情发生的国有
林场和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突出“快速、精准、全面”，抢抓今冬明春
疫木集中清理除治关键时期， 全面清理
死亡松树， 彻底除害处理， 精准管控疫
木，杜绝疫木流失。 通过实施“百日突击
战”，有效控制压缩现有疫情，实现疫情
风险可防可控， 切实保护国有林场和自
然保护地森林生态安全。

《方案》要求，3 月底前完成枯死松
树清理除治任务，4 月上中旬组织开展
“回头看”。

�� 11 月 1133 日，，合肥市
包河区老年大学地下停

车场，， 工作人员为共享
车位安装标志牌。。

爱心救助温暖寒冬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一位大爷小肠气犯了，却执意不去
医院。 ”1 月 8 日上午，社区巡查人员的
一个电话让正在忙碌的周继黄赶忙放下
手头工作，快步走出办公室。

周继黄是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
副主任， 他赶着去劝说一位长期在辖区
流浪的老人。周继黄来到现场时，大爷正
捂着肚子，躺在地上呻吟。 “我们已经打
过‘120’了，可以给您免费治疗。 ”任凭周
继黄怎么劝，这位大爷就是不听。

当时，室外气温-5℃，即使穿着厚厚
的棉服，也难以抵御风中的寒意。 “要是
再冻坏了，就更麻烦了。 ”苦劝无果，周继
黄请来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
警。在大家的帮助下，硬是把那位大爷送
进了医院。

岁末年初，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过冬
成了难题。 2020 年 12 月中旬，省民政厅
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加大街面
巡查力度尤其是夜间巡查工作， 做好流
浪乞讨人员的关爱救助服务。为此，合肥
市各街道、 乡镇加大了对辖区流浪乞讨

人员的摸排巡查力度， 及时了解他们的
生活需求，送去御寒衣物和食物，用无微
不至的关爱，帮助他们平安过冬。

“今年冬天特别冷，最近夜里气温最
低时达到-10℃，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却在
室外过夜。 ”担心流浪乞讨人员受冻，逍
遥津街道民政工作人员何惠莲反复地
“街访”，每天忙到晚上 10 点多，劝说他
们去救助站过夜。

何惠莲告诉记者，辖区的淮河路步
行街是流浪乞讨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段。
经过摸排发现， 目前辖区共有 26 名流

浪乞讨人员。 为了帮助他们温暖过冬，
逍遥津街道除了做好每天的巡查探访，
今年还与社会组织合作，争取更多社会
资源参与救助工作。 “听说我们要给流
浪人员送衣物，街道上几家服装店捐出
了很多库存的棉衣被服，一家理发店还
免费帮大家理了发。 ”何惠莲介绍说，辖
区流浪乞讨人员现在人手一件羽绒服、
一条棉被。

对流浪乞讨人员最好的救助是帮助
他们回到户籍所在地或家人身边。 老孟
是淮南市人，去年下半年来到合肥，一直
在淮河路步行街附近流浪。 何惠莲见他
精神正常，便劝他回老家过年。 “我们给
你买车票，你回到家后，可以去找社区工
作人员，请他们帮你申请低保。 ”在何惠
莲的劝说下，老孟终于拿着买好的车票，
乘上了回淮南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