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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绿”并进 以绿富民
■ 汤超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

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 ，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比
较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初步建立，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
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的能力明显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 、利
在千秋 ， 每一个生态产品都是自
然资源的精华 。 安徽在全国率先
推行林长制改革 ， 建立覆盖全省
的“五绿”任务体系 ，即护绿 、增
绿 、管绿 、用绿 、活绿 。 其中

“用绿 ”“活绿 ” 的目的就

是将 “绿水青山 ”转化为 “金山银
山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激励人们更好地保护生态环
境、生产出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但
把生态产品价值挖掘出来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必须加快完善政府
主导 、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 、市场
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

首先，需要注重发挥政府在制
度设计 、经济补偿 、绩效考核和营
造社会氛围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
化。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
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
机制，让各方面真正认识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倒逼 、引导形成
以绿色为底色的经济发展方式和

经济结构，激励各地提升生态产品
供给能力和水平，营造各方共同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良好氛围，
提升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其次，要根据各种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难易程度， 分类施策、因
地制宜、 循序渐进推进各项工作。
产权明晰是生态产品通过市场途

径实现其价值的前提，要从法律法
规上明确各类自然资源产权主体

的界定办法及确权登记的组织模

式、技术方法和制度规范 ，形成归
属清晰 、权责明确 、监管有效的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要健全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制度规范，有序推进

统一确权登记，清晰界定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划清所
有权和使用权边界。 丰富自然资
源资产使用权类型 ， 合理界定出
让、转让 、出租 、抵押 、入股等权责
归属，依托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明确生态产品权责归属。

再次，还需要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转化方式和交易机制。加
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制
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在严格
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鼓励采取多
样化模式和路径，科学合理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不同地区独
特的自然禀赋， 采取人放天养、自
繁自养等原生态种养模式，提高生
态产品价值。 科学运用先进技术
实施精深加工 ， 拓展延伸生态产
品产业链和价值链 。 鼓励打造特
色鲜明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 将各类生态产品纳入品牌范
围 ，加强品牌培育和保护 ，助推生
态产品溢价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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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美村书记” 亮出成绩单

■ 本报记者 史力

本报通讯员 侯显华

比实绩 、晒亮点 、说做法 、谈思
路……日前 ， 萧县 23 个乡镇的 200
余名村党组织书记在 “皖美村书记 ”
擂台赛上逐一登台 ， 亮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成绩单 。

“2020 年来，俺们行政村创建 3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起 2 个规模扶贫工厂，
购买 7 套大型农业机械，推行了‘村企联
建’模式，实施了‘公司+基地+农户’办
法，武楼村由‘零收入’的经济薄弱村一
跃成为年集体经济收入 80 万元的强
村。 ”记者看到，擂台赛上萧县张庄寨镇
武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桂云侃侃而
谈。 “发展产业一定要有村集体参与，带
动村民共同富裕。 ”张桂云总结。

“俺们刘套村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农民
书画院———刘套农民书画院。现在村里无
论是种田农户，还是摆摊小贩，闲暇时都
能画上几笔，可谓‘放下锄头拿画笔’，有
着极其浓厚的艺术氛围。 ”刘套镇刘套村
党支部书记王均良登台谈产业谋划思路：
村里决定主打书画文化牌，大力培养书画
人才，着力培育书画市场。 村民们在享受
文化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现在俺
们村已有乡土画家近 100人，形成了集书
画创作、 装裱、 销售于一体的书画市场。
“发展产业一定要立足自身特长， 才能少
走弯路。 ”王均良深有感触地说。

村干部是乡村发展的“领头雁”，“头
雁”强不强，事关一个村的发展快慢。 今
年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加快建设
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

兴干部队伍。“县委组织部举办这场擂台
赛，主要让村干部围绕发展特色产业、做
强村集体经济等方面谈思路和做法，看
看村干部‘肚子里到底有多少货’，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可靠干部队伍支
撑。 ”萧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俊伍表
示， 通过擂台赛发现了一批政治素质和
发展本领都很过硬的村党组织书记，但
也发现不少干部知识结构比较陈旧，特
别是对数字农业、 电商、 三产融合等方
面，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将是下
一步重点提升的方面。

前不久，我省发布今年脱贫地区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要点，要求持续实施脱贫村
“一村一品”推进行动，推动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产
业档次。 2021年全省 784个脱贫村发展
“一村一品”，主导产业产值要达到村农业
总产值 30%以上。 “在继续加强支持的同
时，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对支
持对象、方式和思路都做了调整，更加鼓
励跨村域、带动好、效益高、体量大的项
目，同时要求全产业链发展。 这些都对村
干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省农业农村
厅办公室副主任何文利表示。

提升“头雁”能力，今年省委一号文
件提出， 要开展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
乡村振兴轮训。“一方面我们将以村级换
届选举为契机，选优配强村级‘领头雁’，
做到选准一名书记、配强一套班子、带好
一支队伍。 另一方面要定期举办村干部
产业发展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择期组
织他们去发达地区学习考察，开阔眼界，
打开思路， 让他们成为做强乡村产业的
行家里手。 ”张俊伍说。

“密码中台” 护航电力安稳运行

■ 本报通讯员 张亮 方圆

本报记者 吴量亮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各种手段和技术
中，密码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最
可靠、最经济的关键核心技术。

“为保障广大用户用电信息的安全，
我们将密码技术融入智能电表和手机
App 中，打造‘安全可信的缴费圈’，提高
缴费平台的可信度， 满足居民用户多渠
道、快速购电及用电的需求，使其更加便
民利民。”国网安徽电力互联网部相关负
责人说。

电力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大力
发展商用密码是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商
用密码建设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国网安
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于 2020 年开展商用
密码建设和应用工作。截至目前，国网安
徽电力已建成密码中台———“安徽电力
统一密码服务平台”， 支撑电网生产、营
销、基建、安监等领域安全稳定发展，为
5G、物联网等新基建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 国网安徽电力建设的
统一密码服务平台， 为用电领域提供密
钥管理、证书认证等功能，保障用电信息
在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中的安全性，
提升用户体验。目前，已安装使用密码安
全芯片的智能电能表超过 50 万台、采集
终端近 1 万台， 发放 App 数字证书达 3
万多张， 密码服务使用总量已达到日均
30 万次。

“自从在巡检机器人、移动布控球、无

人机、 温感装置等终端上嵌入密码芯片、
安装数字证书后，它们采集的数据都实现
了加密传输，并且能够对作业人员的身份
进行合法性认证。这样巡检和操控都更加
安全高效了。 ”国网安徽电力设备管理部
输电处副处长严波告诉记者。安徽电力统
一密码服务平台采用云计算架构，攻击者
“仿冒不了”人或设备，“读不了”“改不了”
数据，“赖不掉”行为，从根源上提升对调
控指令、交易信息、客户隐私等核心重要
敏感信息的安全防护能力。

“今年电力迎峰度夏马上就要开始
了，好多检修作业的申请单、工作票和操
作票都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 以往需要
当面签字，现在‘电子签名’就可以了，审
批流程比以往提速 3 至 4 个工作日。”滁
州城郊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信通运检班
员工凌坤说。

自开展商用密码建设和应用工作以
来， 安徽电力统一密码服务平台已广泛
应用于电力移动作业、电力物联网、输变
电运检、电力交易等业务场景，实现了密
码与电网生产经营业务的深度融合。 国
网安徽电力提出，下一步以更便捷、更稳
定和更优质为目标， 优化完善密码中台
功能，全面支撑生产、新能源汽车、金融、
电子商务、智慧能源服务、移动应用等业
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电力行业为基础
向其他行业进行辐射推广，打破发电、电
网、供电、用户、设备制造、综合能源等多
系统的多认证体系壁垒，彻底解决“信息
孤岛”和“信息隔离 ”等问题 ，实现跨设
备、跨系统、跨企业、跨平台的工业互联
网统一安全信任体系。

我省大力发展木本油料和林下经济， 推动林业发展
转型升级———

以绿为底 林下生“金”

5 月 24 日，阜阳盈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抢抓夏季销售旺季市场行情，加紧生产
订单空调产品。 目前，该企业年达产空调 300 万台（套），产品俏销全国，并远销中东
等国外市场。 特约摄影 王彪

■ 本报记者 汤超

“在香榧树下套种白
茶，不仅能提高产量，而且
还能增加林业附加值”

复合经营

林下经济“活起来”

5 月 15 日，在旌德县白地镇安徽
千草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一畦畦白芨正值盛花
期，紫红色的白芨花遍地芳香，美不
胜收。

“种植的白芨已满 3 年 ，再过 4
个多月就可以采挖了。 ”公司负责人
张文革介绍，安徽千草源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林下中药材育
苗、种植、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省级
林业产业化企业。 公司建有中药材种
苗繁育和示范基地 320 亩，香榧林下
复合种植中药材基地 1300 亩， 主要
种植品种有黄精、重楼、白芨。 公司充
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农民从事
林下种植，辐射带动 300 多农户参与
中药材种植。

发展林下经济是践行“两山”理
论， 推进林业转型发展和用绿富民
的重要举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 要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发
展。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发展林下
经济面积近 2000 万亩，林下经济产
值 由 2012 年 的 108 亿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750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27.41%。

“我们在香榧树下套种白茶，不
仅能提高产量， 而且还能增加林业
附加值，今年茶叶产量有 6 万吨。 ”
浙江人陈炳勇 2009 年来到旌德县 ，
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 种植
香榧和白茶 ， 目前白茶基地 1000
亩，今年销售收入 500 多万元。

旌德县林业局局长叶军政告诉
记者， 近年来旌德县以林长制为抓
手 ，坚持 “向林地要产出 、向空间要
效益 ”，念好 “山 ”字经 ，做足 “林 ”文
章。编制《林下经济发展规划》，出台
《关于加快林业特色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扶持发展灵芝 、黄精等林

下中药材种植 6.7 万亩 ，香榧 、油茶
等木本粮油特色林业产业种植 2.6
万亩 ，全县林业总产值达到 32.3 亿
元。

“我们积极推行林下复合经营模
式，推广香榧+黄精、香榧+茶叶、山核
桃+黄精、宣木瓜+茶叶、阔叶树+灵芝
等林下复合种植模式，改进生产方式
和栽培模式， 向林下空间要效益，实
现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促进林业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宣城市林业局产
业科负责人说。

据介绍，目前宣城市发展林下经
济总面积 297 万亩，占集体林地总面
积的 30%， 其中林下种植 33.7 万亩、
林下养殖 14.6 万亩、 林下采集加工
120.7 万亩，森林旅游涉及林地 127.9
万亩，带动就业 28 万人。 涌现出以发
展林下中药材为主的林药模式，以发
展香菇、木耳为主的林菌模式，以林
禽、林蜂为主的林下养殖模式和以森
林观光、休闲、森林康养为主的森林
旅游模式。 现有宣木瓜、黄精、太子
参、灵芝、宁前胡、葛根、覆盆子等中
药材品种 22 个近 17 万亩。 “旌德灵
芝”“宣城铁皮石斛”获得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

“我们现有油茶基地
5000 亩 ， 年产油茶鲜果
500 余吨， 直接带动就业
200多人”

政策支撑

木本油料产业快速增长

近日 ，在六安市舒城县张母桥
镇的安徽林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油茶基地 ，放眼望去 ，丘陵连绵起
伏 ，满眼翠绿 ，油茶树长满了扁圆
形果子 。

“我们现有油茶基地 5000 亩，分
布在张母桥镇合心 、砂院 、长冲 、农
林、白果、张母桥、陡河 7 个村，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 ，年产油茶
鲜果 500 余吨， 直接带动当地群众
就业 200 多人。 ”公司负责人王为月
介绍。

在基地现场 ，有 20 多名工人正
在劳作。 “我在这里务工有 11 年了，

现在油茶正处于生长关键期， 需要
将油茶林中的藤灌木、杂草除去。 ”
正在除草的张母桥镇合心村稻场组
村民李益来说。 李益来家里还种了
4亩田 ，加上务工 ，一年有 2 万多元
收入。

舒城县是全国油茶发展重点县
和全省油茶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县。 截
至 2020 年底 ， 全县木本油料面积
315044 亩，其中油茶面积 309195 亩，
薄壳山核桃种植面积 5289 亩， 香榧
560 亩，油用牡丹 260 亩。 2020 年实
际油茶籽产量 1.5768 万吨、茶油产量
0.473 万吨、产值 4.73 亿元，形成了集
种苗培育、基地生产到产品加工于一
体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在舒城县安徽德昌苗木有限公
司育苗基地，工人们正在嫁接培育薄
壳山核桃容器苗，这些容器苗培育成
功后，将销往全省各地。

据了解， 安徽德昌苗木有限公
司位于河棚镇， 占地面积 1226 亩 ，
是安徽省最大的苗木良种培育基地
之一，公司主要经营油茶良种选育、
种苗繁育和育苗技术研发， 兼营薄
壳山核桃等其他良种育苗等， 每年
培育的油茶苗 500 万株， 薄壳山核
桃 10 万株。 “我们做大做强育苗产
业，争取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安徽
德昌苗木有限公司总经理詹文勇介
绍说。

据舒城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 ，
舒城县近年来坚持政策引领、 科技
创新和金融扶持， 不断做大做强木
本油料产业。该县将油茶、薄壳山核
桃产业发展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县
财政每年安排 150 万元作为油茶产
业发展专项基金。 “十四五”期间，舒
城县加大油茶抚育力度， 实施油茶
抚育示范园建设项目， 促进油茶产
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省木本油料面积
约有 400 万亩。 去年省林业局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油茶等木本油料林丰
产示范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在皖
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重点建设油
茶丰产示范基地，在江淮丘陵和皖北
地区重点建设薄壳山核桃丰产示范
基地，旨在示范带动木本油料种植基
地实现优质丰产高效，力争用 3 年左
右时间使全省木本油料产量和经济
效益明显提高。

“拿着林地经营权证可
以办理抵押贷款， 解决了
资金难题”

盘活林权

拓宽林业融资渠道

“没想到拿着林地经营权证可以
办理抵押贷款， 解决了资金难题，帮
了我的大忙! ”位于旌德县白地镇高
甲村的安徽纳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负责人祁明礼高兴地说。 他准备利
用贷款 40 万元， 扩大重楼和白芨的
种植规模。

林业发展周期长，见效慢，资金短
缺是发展的“瓶颈”。 旌德县率先在全
省试点发放林地经营权证， 共发放林
地经营权证 52 本， 经营面积 1.26 万
亩，积极与金融部门协调沟通，利用林
地经营权证办理抵押贷款，盘活了“沉
睡资产”。另外该县还推进林权收储担
保融资，成立林权收储中心，构建“交
易平台+风险池+收储中心”机制，累计
完成林权抵押融资 4.9 亿元。 与省农
担公司合作，开展“五绿兴林·劝耕贷”
业务，为 45 户林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提供担保贷款 3380 万元。

“在企业发展最困难的时候 ，林
业部门给我们推荐了‘五绿兴林·劝
耕贷’，帮助企业发展解决了资金短
缺问题。 ”张文革表示，2019 年，他从
旌德邮政储蓄银行贴息贷款 60 万
元发展林下经济， 并引进设备对中
药材进行深加工，生产黄精果脯、黄
精茶等。

为帮助林农解决资金短缺的问
题， 宣城市近年来投入资本金 4900
万元， 成立 7 个林权收储担保中心，
全面开展林权抵押贷款业务，会同合
作银行制定林企贷款 “最多跑一次”
流程，约定林权抵押贷款利率在基准
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0%，贷款期
限从原来的 1 年延长到 3 至 5 年 。
2020 年发放贷款 156 笔 3.8 亿多元，
助推了该市林业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各类林
业新型经营主体 3 万余个，累计完成
林权抵押贷款 254.4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