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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二批环境信访举报问题查处整改情况公开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4 月 8 日以来，中央第三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陆续向我省转办 11 批次环境信
访举报问题。我省高度重视转办环境信访问题的查处
整改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明确专人负责、立即调查
核实、按时上报公开。 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调查核实
转办的环境信访举报问题，坚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
边查边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
规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问责，并及时在媒体公开查处

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截至 4 月 17 日 ，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转办的第二批 60 件环境信访举报问题中 ， 经查
属实 53 件 ，不属实 7 件 ；21 件已办结 ，39 件正在办
理中。60 件环境信访举报问题的查处整改情况均已
全部按要求进行公开 ，具体内容请查阅安徽省人民
政府网站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安徽生态环境
微信公众号 、各相关地级市党报 、各相关市人民政

府网站。
省协调联络组已派员对有关信访办理情况进行

抽查复核，并将及时更新复核情况。
如果有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反映，或者对查处整改

情况不满意， 请联系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专门值班电话：0551-62651086，专门邮政信箱 ：安徽
省合肥市 A087 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 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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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胜为 ）4
月 7 日起，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 开展为
期 1 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督察期间，督察组将坚持边
督察、边移交、边整改的原则，
推动地方及时解决环境问题。

截至 4 月 18 日 10 时 ，我
省收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的第十一批环境信
访件 113 件 ， 涉及环境问题
169 个。其中，大气环境问题 71
个、水环境问题 35 个 、噪音问
题 31 个、土壤问题 15 个、生态
环境问题 9 个、 其他环境问题
7 个、辐射问题 1 个。 第十一批
转办信访件涉及 15 个地市，分
别是 ：合肥市 （31 件 ）、马鞍山
市（10 件）、六安市（9 件）、淮南
市 （8 件 ）、安庆市 （8 件 ）、芜湖
市 （7 件 ）、滁州市 （7 件 ）、亳州
市 （7 件 ）、蚌埠市 （6 件 ）、宿州
市 （5 件 ）、铜陵市 （5 件 ）、阜阳
市 （4 件 ）、池州市 （3 件 ）、黄山
市（2 件）、宣城市（1 件）。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安徽省工作动员
会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皖期间保障工作方案》和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安徽省
协调联络组《关于认真查处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的通知》，依据“谁
主管谁负责”和“一岗双责”的原
则，要求组织各有关部门迅速调
查核实、立查立改；依法依规查
清责任，严肃问责；涉嫌环境违
法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交由各
市办理。 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的要求， 信访件的办
理情况在 10 天内反馈到督察
组，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
社会公开。

“滁州市凤阳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问题”近日被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作为典型案例通报，当地严查立改———

分类制定方案 整改环境“顽疾”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罗宝

4 月 16 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安徽省滁州
市凤阳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监管缺失、 环境污染严重”
典型案例后，省委书记李锦斌、省长王清宪分别作出
批示。 滁州市、凤阳县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严查立改。

凤阳县刘府镇是全国报废机动车集散地之一，机
动车拆解是该镇的传统产业。4 月 7 日，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当天就收到群众举报，反映
凤阳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严重。 结合前期摸排
掌握的问题线索，督察组随即前往现场开展督察。 督
察发现， 刘府镇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长期未得到整治，相关地方和部门监管缺失。 通报指
出当地存在“督察转办信访件查处不彻底”“非法机动
车拆解点环境污染严重”“非法拆解问题始终整而不
治”3 类问题。

全面部署、严查立改，滁州市、凤阳县分别成立由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专项综合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 凤阳县积极认领问题、全面剖析、深刻反
思，分类制定整治方案，全力以赴推进。

就通报指出的 3 类问题， 该县逐项明确整改标
准、整改措施、整改时限。

针对“督察转办信访件查处不彻底”问题，整改标
准是消除环境污染，监管企业依法合规生产。 整改措
施包括：含油废钢入库；初期雨水进入初期雨水收集
池；清理电缆及窨井内油沙油泥；按照规范要求处理
废制冷剂等危险废物； 各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等。
整改时限是 2021 年 4 月底。

针对“非法机动车拆解点环境污染严重”问题，整
改标准是彻底取缔非法机动车拆解点，最大限度消除
非法拆解点环境污染。 整改措施包括：依法取缔非法
机动车拆解点，由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公司进
行处置，不惜一切代价将问题整改到位；依法依规处
置拆解过程中被机油污染的地表水、土壤、砂石等危
险废物；在全面整改的同时，严肃追责问责等。 整改时
限是 2021 年 6 月底。

针对“非法拆解问题始终整而不治”问题，整改标
准是规范合法企业， 取缔非法企业， 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 整改措施包括：对非法机动车拆解点取缔后要宣传
好、教育好、引导好，坚决防止反弹；组建一支专项联合
执法队伍，以刘府镇为中心，覆盖全县所有区域，相关
部门仍要继续对机动车拆解依法依规监管， 规范合法
企业，杜绝非法企业死灰复燃。 整改时限为立行立改。

4 月 8 日以来的整治行动中， 凤阳县通过无线广
播、巡逻车等，走村入户宣传《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组织 200 余名执法人员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
清理；在主要干道设置临时卡点 18 个，禁止报废机动
车外流转移， 共摸排非法报废机动车拆解点 159 家，
已于 4 月 11 日全部清理完毕； 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相关地块土壤取样检测；已累计出动 1425
人次， 累计清理各类废铁废钢、 污土废渣等 1.1 万余
吨，已全部转运并规范处置。

看着“家门口”的环境变化，刘府镇陈圩村村民李
吉前说：“现在路两边无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点都停业了，道路畅通了，街道干净整洁了。 ”

“散乱污的回收拆解点对环境影响很大，必须要
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 ”凤阳县西泉镇居民蒋玉刘建
议，要按照高标准进行环保治理，环境好了才谈得上
发展。

汲取教训，举一反三。 滁州市近日出台报废机动
车回收拆解专项综合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全面排查
整治”“打击违法行为”“规范经营行为”“严查环境污
染”“严格达标验收”“严肃追责问责”6 项整治任务。

滁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把抓好督察问题整
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严查立改，督促凤阳县对
报废机动车拆解点按期整改，全面检测，确保达标销
号；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全面排查、全面清理、全面
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坚决
取缔非法拆解窝点，大力整治行业乱象，切实规范资
质认定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持续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
制， 确保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规范管理运行、健
康有序发展。

·生态环保督察在行动·
邓向阳赴宣城督导调研

在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走在前列
本报讯（通讯员 尔实）4 月 17 日至

18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协副
主席邓向阳赴宣城市宣州区、 广德市等
地，就抓好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
意见整改等开展督导调研。

督导调研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护和利用好红色
资源 ，做到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
新局。 要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 坚持举一反

三、自查自纠，守护好绿水青山。要充分
发挥自身特色优势 ，持续加大 “双招双
引”力度，大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五个
区块链接”，加快苏皖合作示范区和“一
地六县 ”合作区建设 ，促进新能源及智
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要树
牢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重
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超前谋划汛
期安全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有效防范
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全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在阜南召开
本报讯（记者 安耀武）4 月 15 日至

16 日，全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暨
“皖”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活动在
阜南县举行。省委宣传部思政处、全省各
市宣传部门思政工作负责人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阜南县经开区白果
社区思政工作以及苗集镇中心学校基层
思政工作学习末梢宣讲开展情况， 并在
苗集镇平安村观看了“皖”若春风———农
村思政大舞台示范活动。

阜南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及省市
宣传会议精神， 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作

为政治任务紧抓在手，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努力推进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驻民心、启民智、聚民力，不断奏响
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皖”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示
范活动把理论宣讲、政策宣传、价值宣扬
等内容巧妙地融入文艺节目之中。 歌曲
《喊一声王家坝》生动反映了颍淮人民舍
小家为大家的赤诚奉献，快板书《快板声
声唱全会》将党的好声音、好政策传达到
基层，杂技《打谷场上》呈现了广大农民
热爱生活、 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舞蹈
《花鼓灯》则展现了新时代颍淮儿女的幸
福生活。

集体经济“壮骨” 村民腰包鼓起
■ 本报记者 洪放

本报通讯员 胡耀军

4 月 14 日上午，太湖县北中镇江河
村村部会议室里，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分
红活动举行，村民们喜笑颜开。

“村里产业发展得好，村集体经济就
好，让我们每一位村民得实惠。 ”江河村
党支部书记江明晗在分红仪式上向村民
们通报村里的产业发展情况。去年，江河
村集体经济收入提升至 80 多万元。该村
把村集体经济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分
红。这是江河村自 2019 年首次派发红利
以来的第二次分红。

江河村位于太湖县西北端， 土地资
源稀缺，曾是集体经济薄弱的贫困村。如
今， 该村成为拥有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的“明星村”。

“近几年，我们深度梳理自身优势，
在帮扶单位铜陵有色集团的大力支持
下，全力发展石斛栽种等特色产业，并实
施农产品加工项目，提升农业附加值。 ”
江明晗告诉记者， 江河村已先后建成铜
冠农业示范园、农产品加工厂、铜冠食用
菌种植基地以及养殖基地等项目， 形成
了“一园一厂两基地”的产业格局，打造
出石斛、食用菌、茶叶、食用油、黑猪养殖
5 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在铜冠食用菌种植基地里，村民陈庆
茹正在采摘新鲜的香菇。 “在家门口工作
和外出打工挣得差不多，还可以照顾到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 ”陈庆茹开心地说。

目前， 江河村的扶贫基地和特色产
业共计带动 132 户村民就业发展致富，
这些就业的村民年增收少则三五千元，
最高的能达到 6 万元。

·同心奔小康

务求整改实效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悟实）４ 月 １７ 日至

１８ 日，根据省委统一部署 ，副省长章曦
赴安庆市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推深做实长三
角一体化“五个区块链接”督导调研，深
入整改现场、园区企业、项目工地，实地
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调研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论述，纵
深推进“学党史、抓整改、正作风”，扎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

调研强调，要按照省委要求抓好中央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对表对标、从严
从实，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取得实
效、长效。 要持续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进一步压实责任，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对整改完成的事
项要巩固成果，确保不反弹，对正在推进
的要加快进度， 确保完成时序目标任务，
坚决打赢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歼灭战。
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主动融入
沪苏浙，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双招双引”，
强化产业互补，实现合作共赢，推深做实
“五个区块链接”，加快推进安庆“长三角
中心区”和“区域重点城市”建设。

我省“十四五”计划改造提升老旧小区 5602 个
今年计划改造提升 1498个

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记者从省财
政厅获悉 ，“十四五 ”期间 ，全省计划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5602 个 ，房
屋总建筑面积 12518 万平方米 ， 涉及
61856 栋，惠及 133 万户。 其中，今年计
划改造提升老旧小区 1498 个， 房屋总
建筑面积 3334 万平方米 ， 涉及 15835
栋、36.2 万户。

2016 年起，我省将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列入省级民生工程组织实施。 为支持
各市稳妥推进该项工作， 省财政每年安
排专项资金 2 亿元， 并累计争取中央财
政资金 24.7 亿元，对全省老旧小区基本
型、完善型和提升型改造项目进行补助，
重点改造城市、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
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
善、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
强烈的住宅小区。“十三五”期间，全省累
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024 个，房屋建筑
面积 9851.6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110.79
万户。

为助力全省顺利完成今年以及“十
四五 ”期间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省财政
着力强化资金保障和管理，切实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和撬动作用，积极推进全省

老旧小区改造。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和省级足额安排补助资金的基础上，
鼓励市县通过公共预算、国有住房出售
收入存量资金、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多渠道安排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资金 。 按照 “谁受益 、谁出
资 ”原则 ，在改造内容中明确居民出资
责任和出资形式 ， 鼓励居民个人以捐
资 、捐物 、投劳等形式参与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 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社区养老、
托育 、超市 、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改造和运营。 积极探索通过政府采购、
新增设施有偿使用等方式，引导社会资
本、民营企业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
质。严格落实国家、省相关优惠政策，以
及有关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的政策，按规定免征契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不动产登记费等。 鼓励有条件的老
旧小区新建、改扩建用于公共服务的经
营性设施，通过未来收益平衡老旧小区
改造支出。对各市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
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安排挂钩。

修复信用助企业“轻装前行”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潘泰

“企业遇到困难时还能贷到款，多亏了政府部门的
及时帮助。 ”近日，亳州市泰合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彭振忠告诉记者。

2021 年 3 月，泰合公司急需一笔贷款，而银行系统
显示，2020 年该企业因环保问题被处罚。尽管公司缴纳
了罚款，及时改正了环境违法行为，但处罚信息依法在
“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进行了
公开，影响了贷款审批。 若要恢复贷款，必须进行环保
信用修复。

亳州市相关部门通过 “四送一服 ”走访获悉情
况后 ，该市生态环境局积极与泰合公司联系 ，及时
为其开展信用修复 。 审查确定泰合公司符合信用修
复条件后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上传了信用信息修复

表 。 目前 ，泰合公司行政处罚信息已从 “信用中国 ”
和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撤下 ，260 万元贷
款顺利获批 。

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十三五”以来，亳州市生
态环境局强化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一些违法
企业被处罚后成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贷款、上市、评
先进优、资金补助、减税降费等方面受到限制，影响到
企业发展。

“这些企业因为污染环境受到了处罚 ，对于诚心
改过 ，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拿出措施 ，确保今后不再违
反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 ， 我们要帮助其走出困
境，走上正轨。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
年以来，在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中，环保部门主动到
被罚企业开展专项帮扶活动 ，目前已帮助 16 家被罚
企业修复信用。

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就业
见习人员专场招聘会举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卓）4 月 18 日 ，省人社厅
会同省直有关单位在省人才市场举办省直机关事业
单位就业见习人员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 2020 年参
加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见习人员， 同时兼顾往届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人员。

本场招聘会得到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 进场单
位 55 家，提供就业岗位 1878 个。省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省异地就医管理中心等事业单位，华
安证券、安徽金禾化学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等上市、
国有企业，安徽峻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安尔固新材
料有限公司等高新科技、 新能源新材料企业进场揽
才。招聘岗位涉及市场营销、行政文秘、平面设计、网
络安全、财务统计、文案编辑、人力资源等领域。

主办方当天还为即将进场求职的 200 多名省直
机关事业单位见习人员举办了就业指导活动， 邀请
已在省直机关工作的大学生、 成功创业大学生分享
感悟，邀请省级“启明星”就业指导专家作就业辅导。

荩 4 月 15 日，在肥西县花岗镇天子堰，水利
施工队一边清淤，一边修建拦水坝。肥西县近来
推进应急水利水毁修复工程，总投资近 6200 万
元，主要内容为堤防修复、新建防汛道路、涵闸
修复、修建拦水坝等。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马家贵 摄

荨 4 月 18 日， 安庆市怀宁县黄龙镇杨联圩技术人员在检查排涝站设备。
连日来，该县组织排查水利设备安全隐患，力保在汛期发挥作用。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檀志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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