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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省生态环境厅实施“环企直
通车”行动，助力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急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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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产业，去年全市木本油料产业实
现产值 90亿元，同比增长 10%———

生态林业 增绿富民
■ 本报记者 汤超

近日，记者来到绩溪县长安油茶省级
现代林业示范区，放眼望去，山川连绵起
伏，一片翠绿。

“今年油茶长势不错， 预计是个丰收
年！ ”绩溪县万萝山农业生态开发公司负
责人何志刚高兴地说。 公司承包了 2500
亩山场发展油茶和山核桃种植。现在是油
茶生长的关键期，何志刚每天都要在山场
里转转，精心守护着这片山林。

“我们利用林下种植菊花、中草药，养

殖鸡、鸭、鹅、鱼等，形成养殖、种植循环发
展。 ”何志刚说，公司主要以发展油茶、山
核桃、茶叶、水果等经济林为主，养殖业为
辅，并打造集休闲、采摘、运动为一体的生
态观光农场。 2017 年，公司与梧川油茶种
植合作社、长安镇大谷村合作，建立长安
油茶省级示范种植基地。

大谷村村民徐树来在公司的带动下，
种植 20 亩油茶，并套种了菊花。 “去年油
茶树采摘鲜果 6000 斤，公司上门来收购，
加上菊花收入，去年我毛收入达 9 万元。”
徐树来高兴地说。

绩溪县是一个山多耕地少的山区
县，森林覆盖率 78.35%。 近年来该县借
助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的实施， 通过科学
化经营、集约化管理 、复合型发展 ，建立
长安油茶省级森林抚育示范片 5000 余
亩， 荆州、 家朋山核桃森林抚育示范片
12000 多亩， 充分发挥示范片的带动作
用， 发动广大林农积极参与木本油料产
业发展。

“我们以林长制为抓手，积极进行林业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生态林业产业。 ”
绩溪县林业局局长汪锋介绍， 从 2016 年

起，绩溪县政府出台了《绩溪县农业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连续对木本油
料产业实施奖励， 促进木本油料加工业转
型升级。 截至目前，累计安排专项资金 470
万元， 对油茶种植加工和山核桃加工企业
进行奖励。 另外，该县还不断提高油茶、山
核桃种植和管理科技服务水平， 建立了油
茶、山核桃种植科技服务网络，每年开展油
茶、山核桃种植与管理技术培训，今年已培
训技术人员和经营大户 714人次。

宣城市林业局副局长王小平介绍，该
市立足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木本油料产业。
绩溪油茶、宁国山核桃、广德毛竹等发展
迅猛。 截至目前，该市木本油料栽培面积
达 67.3 万亩，其中油茶 9.3 万亩、山核桃
54.9 万亩、香榧 3.1 万亩；木本油料产业
二产加工生产企业 55 家、 国家级林业龙
头企业 1 家 、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9 家 。
2020 年， 全市木本油料产业实现产值 90
亿元，同比增长 10%。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夏胜为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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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自然 你我有份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 ，今年的主题为 “呵护自然 、你
我有份”。

我省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
三大流域，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
布、资源丰富、生境独特。特殊的地
理位置、 复杂多样的地貌地形、温
带向亚热带过渡性气候、千变万化
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

为广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效和重要意义 ，提升公众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 ，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 、精
彩纷呈的活动。

把课堂 “搬 ”到湿地公园 、通
过曲艺 “唱 ”进百姓生活 、一花一
叶画出植物世界， 亳州市生态环
境局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
性体验之旅， 如组织西淝河国家
湿地公园探秘之旅、开展“保护生
物多样性、共建美丽亳州”有奖征
文 、 策划创作群口快板 《说环
保———生物多样很重要 》 等 ，让
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大自然
的色彩之丰富 、 物种之多样 、生
命之神奇。

滁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志愿
者走进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 ，开
展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的科
普、研学活动。 活动现场，环保志
愿者向园内公众发放生物多样性
保护宣传手册， 宣传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的由来、 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性及滁州市开展的生物多
样性工作，呼吁更多市民、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到滁州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中来。

芜湖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安
徽工程大学 ，组织环保志愿者走
进位于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无为市姚沟镇
五洲村 ，围绕 “保护生物多样性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主题 ，开展
环保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还
在线视频直播 ，推动全社会同心
协力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
自然。

线下活动外， 多地生态环境
部门在线上开设生物多样性宣传
专栏 ，制作海报 、开展竞赛 ，以图
片、 文字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向公
众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提升公
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前四月地级市地表水质量排名公布
池州黄山铜陵位列前三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公布 1 月
至 4 月 《全省 16 个地级市地表水
质量排名》。 池州、黄山、铜陵排名
前三位，其中池州市地表水质量最
好。六安、淮北、蚌埠地表水质量同
比改善幅度居全省前三。

排名采用水质指数大小来确
定， 指数越小表明地表水质量越
好。参与水质指数计算的有 pH、溶
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
氨氮等 21 项指标。

排名表通过水质指数变化率
反映各市与上年同时段相比地表
水质量下降 、持平 、改善情况 ，大
于 0 代表下降，等于 0 代表持平，
小于 0 代表改善 。 统计显示 ，黄
山 、铜陵 、安庆 、芜湖 、马鞍山 、阜
阳、 亳州水质指数变化率大于 0，
其余 9 个市水质指数变化率均小
于 0，与上年同时段相比地表水质
量改善。 六安市改善幅度最大，为
17.92%。

我省强化沱湖等流域汛期水质预警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 《沱
湖和洪泽湖流域跨界水体 2021
年汛期预警监测方案》，提出进一
步健全沱湖和洪泽湖水质预警监
测体系，加强汛期水质预警监测，
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 作出有
效预警。

根据方案，淮北、宿州、蚌埠三
市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现有水站
的基础设施保障、运行维护和监控
预警工作， 落实专人负责数据监

控，发现异常数据及时排查，确系
水质恶化的要立即报告；密切关注
水情、 旱情和闸坝调度等情况，加
强跨省市界区域、闸上闸下等重点
区域水质监测及数据分析，及时掌
握水质变化情况； 加强与气象、水
利等部门的协作会商和信息报送，
建立与相关政府部门以及跨省市
界断面相邻城市的沟通协调和应
急联动机制，切实做好汛期水质预
警监测和联防联控。

说情干预生态环境执法将被登记备案

为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执法
行为， 防止说情干预生态环境执
法情况的发生， 省生态环境厅前
不久印发 《说情干预生态环境执
法登记备案规定（试行）》，要求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干部职工依法履
行职责，严格遵守纪律，向说情干

预生态环境保护案件的人和事说
“不”。

对说情干预的，生态环境保护
案件办案人员应一律拒绝，并进行
登记备案。《规定》明确了说情干预
的相关情形，以及针对说情干预情
况的登记备案程序。

·绿色看台·

“面对面”互动
听企业“心声”

近日 ， 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
上，“‘面对面’ 互动” 的悬浮飘窗格
外醒目。 通过栏目入口，企业可向该
厅实名登记预约“面对面”互动，与厅
负责同志及相关处室反映交流 “急难
愁盼”问题。

“6 月 10 日下午 3:00-5:00”“7 月
8 日下午 3:00-5:00” ……从 6 月起
至 12 月 ，每月一场的 “面对面 ”互动
时间都已安排好。 时间已定 ，就等企
业预约。

包括“面对面”互动，5 月起，省生
态环境厅创新实施 “环企直通车 ”行
动，通过“面对面”互动和“十百千”行
动， 全面助推环保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协力帮助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面对面 ”互动在省生态环境厅
层面开展 ，面向全省各类企业 （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 ） 提供答疑和咨询服
务 ，每月接待 1 次 ，每次接待原则上
不超过 10 家企业 ，每家企业来访人
数不超过 3 人 。 接待对象为全省各
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代表 。 接待
人员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同志 ，厅
机关相关业务处室 、直属事业单位 、
行业专家等 ， 可根据实际情况邀请
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相关人员参加 。
接待时间为每月第二周的周四下午
3:00-5:00，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周周四同时段 。 亦可根据企业申
请 ，另行预约时间 。

“面对面”互动交流哪些问题？企
业可反映发展中需要省生态环境厅
帮助解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部门法

定职责范围内可以提供咨询的政策 、
技术等问题；“四送一服”双千工作平
台提交的咨询与服务事项。 需要注意
的是 ，“面对面 ”互动主题中 ，信访投
诉不包括在内，生态环境部门信访投
诉有专门的渠道 ，拨打 “12369”热线
电话即可。

企业可通过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
站或微信公众号实名登记预约， 并填
写拟咨询或反映问题的提要 。 “面对
面”互动采取厅机关座谈、现场座谈 、
视频会议三种形式。 现场座谈在咨询
问题企业所在地相对集中的园区现
场。 特殊时期，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

座谈结束后，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对每次 “面对面” 互动问题的处理情
况，省生态环境厅设置联络员，通过联
络员定期回访与跟踪。 对具有指导意
义的办理答复案例，在媒体公开，加大
宣传力度， 为其他企业处理类似问题
提供借鉴。

与企业结对

“点对点”帮扶

与“面对面”互动同步，作为“环企
直通车 ” 行动的另一举措———“十百
千”行动开展。 此项行动由省市县三级
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 重点关注传
统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不同领域的重点排污企业。

省生态环境厅每年在不同规模 、
不同产业领域选择 10 家左右企业主
动结对服务，设区市及所辖县（市、区）
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共结对服务企业
100 家左右（淮北、铜陵、池州、黄山 50
家左右）。 全省每年共结对服务企业合
计 1000 家左右。

“十百千”行动中 ，省市县三级联
动，结合“四送一服”和大气驻点监督
帮扶 、专项调研或督查等活动 ，探索
建立健全 “四个机制 ”———“点对点 ”
帮扶机制 、“一对一 ” 体检机制 、“促
企引商 ” 机制 、“聚点带面 ” 宣传机
制，帮助结对企业提升污染治理和绿
色发展能力。

具体而言，建立健全“点对点 ”帮
扶机制，省生态环境厅厅级领导干部
每人每年结对服务 1-2 家企业；各市
及所辖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领导
班子成员每人每年结对服务 2 家左
右企业 ， 并且抽调本单位党员和业
务骨干 ，成立 “十百千 ”行动专项服
务队 ， 为其余结对企业实施全程服
务 ，定期对接联动 ，及时宣传环保政
策 ，做好技术辅导 ，了解并处理企业
需求 。

“一对一”体检机制，省市县生态
环境部门分别组织本单位业务骨干 ，
形成专家团队， 每年为结对服务企业
开展一次“集中问诊、入企开方”体检
活动，通过“望”现场、“闻”需求、“问”
难题 、“切 ”问题 ，建立 “一企一账 ”清
单，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方案，指导企业
做好整改，提升治污能力。

“促企引商”机制，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按照“双招双引”的要求，推动和
配合结对服务企业以商招商， 尤其在
产业链上下游、 绿色低碳产业上加大
招商力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聚点带面”宣传机制 ，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及时总结“十百千”行动中好
经验和实实在在的成效， 特别是聚焦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创新做
法，广泛宣传，营造服务企业的浓厚范
围。 省生态环境厅将发布各地落实“十
百千”创新做法和成效。

开启“直通车”
助绿色转型

为什么要实施 “环企直通车 ”行
动，将带来什么变化？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
“十百千” 行动是对标学习沪苏浙的
一项重要机制创新工作，也是统筹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的重要举措，着力实现生态和发展
共赢。

“环保政策更迭快、要求高，污染防
治技术发展迅猛，很多中小微企业对政
策不了解、对污染防治技术不熟悉。 ”该
负责人坦言，从厅长信箱网友留言咨询
的问题看，侧重点在环评管理、固废管
理、污染防治技术、监管执法等方面。目
前，省生态环境厅与中小微企业沟通反
馈问题主要通过日常调研、 网上咨询、
电话咨询和“四送一服”办转办信息等。
日常调研一般设置固定主题，网上或电
话咨询受限于形式，对于重大疑难问题
和典型问题缺乏有效解决机制。

2018 年以来， 苏浙两省相继开展
了 “企业环保接待日”“企业环保咨询
日”等活动，我省安庆市也建立了“生
态环境议事厅”制度，均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在认真分析当前我省中小微企
业发展现状， 积极对标长三角先进经
验的基础上， 省生态环境厅今年探索
建立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机制， 这是进
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的重要手段，
旨在畅通企业反映问题和沟通交流的
渠道， 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助推绿色
高质量发展。

··绿色聚焦··

5月 24日航拍的合肥市肥东县众兴乡乡村美景，洁美村庄与通畅路网交辉相应，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绿色乡村画卷。 本报通讯员 王尚云 摄

日前，铜陵市郊区城管局、白鹤社区等单位志愿者组织望江亭小学
学生走进居民小区，现场向孩子们讲解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倡导养
成低碳环保生活方式。 本报通讯员 周峰 摄

倡导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