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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化农业（安徽）粮谷有限公司拟租用以下企业仓库（第一批次）开展 2021 年夏季
小麦收购，具体名称如下：（见下表）

以上库点仓库收储的小麦，货权均属中化农业（安徽）粮谷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单
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我司收购的小麦进行非法抵押、擅自动用，否则将承担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2021年 6月 8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市县 详细地址 仓号

1 宿州飞进面粉有限公司 宿州市埇桥区 吕寺村 2、4、5、6

2 怀远县禾兴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蚌埠市怀远县 淝河乡岭集村街道东 1、2、3

4 安徽金盛粮油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滁州市定远县 经开区藕塘路南侧 11、12、15、19、20、33

5 濉溪县沃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濉溪县 南坪镇粮贸街北侧 1、2、3

6 无为县新安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无为县 严桥尚礼社区 1、2、3、4、5、6

公 告
中化粮谷（江苏）粮油有限公司拟在以下企业仓库（第二批次）开展 2021 年夏季

小麦采购，具体名称如下：（见下表）
以上库点仓库收储的小麦，货权均属中化粮谷（江苏）粮油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单

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我司采购的小麦进行非法抵押、擅自动用，否则将承担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2021年 6月 8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市县 详细地址 仓号

1 固镇县三和棉业有限公司 蚌埠市固镇县 湖沟镇中心村 1、2
2 安徽省濠洲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滁州市凤阳县 府城镇门临路 38 公里处 1、7
3 寿县安丰镇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寿县 安丰镇东街 2、3、4、9、11、14
4 寿县堰口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寿县 寿县堰口镇 1、10、12
5 寿县恒丰粮贸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寿县 寿县堰口镇魏岗村 2
6 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六安市裕安区 裕安区金盛钢材五金城西 1、3
7 六安市良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六安市裕安区 裕安区罗集乡兴隆街道 22-3、23-3
8 安徽省寿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淮南市寿县 安丰镇南街 3、5、7

� � 为推进秸秆禁烧工作，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今日起，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根据全省卫星遥
感监测结果，在《安徽日报》公布全省秸秆禁烧卫星监测情况。 1 月 1 日至 6 月 6 日，全省共发现热异常点 12
个，具体情况如下：

2021年全省秸秆禁烧卫星监测情况
（第一期）

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序号 城市名称 1月 1日至 6月 6日热异常点情况 累计热异常点数

1 合肥市 长丰县 1 个 1个
2 淮北市 濉溪县 1 个 1个

3 蚌埠市
怀远县 1 个

2个
淮上区 1 个

4 滁州市 定远县 1 个 1个

5 芜湖市
无为市 2 个

3个
湾沚区 1 个

6 铜陵市
义安区 1 个
枞阳县 1 个

7 池州市 东至县 1 个 1个
8 安庆市 怀宁县 1 个 1个

1个
1个

安徽省林长制条例
（2021年 5月 28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保障和促进林长制实施，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
域内林长制的实施。

本条例所称林长制， 是指在行政区
域或者生态区域设置林长，负责领导、组
织、协调区域内森林、林木、林地、野生动
植物、湿地、公共绿地等林业资源及其生
态系统保护发展的制度。

第三条 实施林长制应当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遵循生态优先、保
护为主，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绿色发展、
生态惠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的原则，
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
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本省全面实施林长制 ，设
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

省、市、县（市、区）设立总林长、副总
林长、林长；乡镇（街道）和村（居）设立林
长和副林长。

在自然保护地、 国有林场等重要生
态区域，根据需要划定省级、市级、县级
林长责任区。

第五条 实施林长制应当推动做好
下列工作：

（一）推进林业资源网格化和信息化
管理，统筹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二）统筹城乡造林绿化，推动森林
城市、森林城镇、森林乡村和森林生态廊
道建设，鼓励公民参与造林绿化；

（三）加强森林经营监督管理 ，严格
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 规范林业行政执
法，建立健全林业灾害风险评估、安全预
警、综合防范、应急救援机制；

（四）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引导
发展林业产业，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制度，组织培育碳汇森林，推动林业碳汇
交易；

（五）深化集体林权制度和国有林场
改革，落实保障林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建
立市场化、多元化林业投入机制，鼓励、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

第六条 省级总林长、 副总林长负
责组织领导全省林业资源保护发展工
作，指挥督导林长制的全面实施，协调解

决林业资源保护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省级林长按照分工， 协调解决影响

重要区域林业资源安全的重大问题，督
促落实区域林业资源保护发展责任。

第七条 市、县（市、区）总林长 、副
总林长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长制工作，
创新工作机制，推进林长制实施；

（二）组织制定、实施林长制规划和
工作计划， 明确林业资源保护发展的目
标和任务， 落实林业资源保护发展目标
责任制以及林业重点发展任务；

（三）组织落实科学营林和森林可持
续经营措施，强化科技支撑，督促推广先
进适用的林业技术， 提高林业科学技术
水平；

（四）协调解决林业资源保护发展中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加强森林消防队伍
建设， 督促本级林业主管部门和相关部
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五）组织开展巡林护林检查 ，接受
群众投诉举报和媒体监督，督促查处、整
改林业资源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六）组织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督促、
协调有关部门和下一级林长履行职责；

（七）督促林业等有关部门加强林业
资源保护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 增强社
会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八）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职责。
市级、县级林长按照分工，落实林业

资源保护发展目标、任务和责任，负责协
调解决影响生态功能区域林业资源安全
的重点问题。

第八条 乡镇（街道）林长 、副林长
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落实林业资源保护发展规
划和林长制工作方案， 完成林业资源保

护发展的目标任务，指导、督促村级林长
履行职责；

（二）组织建立基层护林队伍 ，建立
护林巡查制度，定期开展护林巡查；

（三）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
排查森林火灾隐患，加强野外火源管控；

（四）指导、督促森林、林木、林地的
所有者、 使用者和经营者履行主体管护
义务；

（五）及时协调处理林业有害生物 、
森林火灾隐患以及破坏林业资源行为，
并向上级林长和相关部门报告；

（六）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村（居）林长 、副林长履行

下列职责：
（一） 开展林业资源保护管理和防

火、防灾宣传教育；
（二）组织、管理、督促和检查护林员

开展护林巡林；
（三 ）协助督促森林 、林木 、林地的

所有者、使用者和经营者落实主体管护

义务；
（四）定期开展护林巡查，及时上报

和协助解决森林火灾、 林业有害生物发
生危害等异常情况；

（五）及时劝阻非法采伐林木 、猎捕
野生动物、 采集野生植物等破坏林业资
源行为，并向上级林长和相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支持实施林长制和林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林长制工作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林长制实施活动；
鼓励制定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 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 对林业资源保护作出具体
约定。

对在林长制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按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
责，建立健全目标规划、科技服务、安全
巡护、执法保障、信息管理等制度，保障

林长制有效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为林长责任区域统筹安排林业技术人
员和护林员。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设立林长制办事机构， 并配备必要的工
作人员，保障工作经费；林长制办事机构
设在本级林业主管部门。

林长制办事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实施林长制工作的指导 、

协调，制定实施林长制的配套制度；
（二）承担林长会议、培训等实施林

长制的日常工作；
（三）负责制定推进林长制规划 、计

划，组织开展林长制工作调研、监督、检
查、考核、奖励等工作；

（四）组织建立林长管理信息系统和
林长责任区域资源档案；

（五）负责将林长接受的群众投诉举
报和媒体监督的有关问题交由相关部门
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告林长；

（六）林长交办的其他事项。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确

定人员承担林长制相关工作。
第十三条 省、市、县（市、区 ）建立

林长会议制度， 解决林长制实施中的重
大问题。 林长会议由总林长、副总林长、
林长和林长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等组
成，并可邀请本级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林长会议成员单位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确定。 成员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
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 落实林长制工
作任务。

林长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第十四条 省、市、县（市、区 ）林长

制办事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本级总林
长、副总林长和林长名单。 乡镇（街道）和

村（居）林长、副林长名单由县级林长制
办事机构统一公布。

在林长责任区域的显著位置应当设
置林长公示牌， 公布林长姓名、 区域概
况、职责范围和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
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
损坏林长公示牌。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
投诉、举报破坏林业资源的违法行为。

林长接到破坏林业资源违法行为的
投诉、举报，应当按照有关程序处理。

有关部门对林长制办事机构转交的
投诉举报应当依法处理并及时反馈。

第十六条 建立林长制考核指标体
系， 实行森林资源总量和增量相结合的
绩效评价制度。 省、市、县（市、区）总林长
负责组织对下一级林长进行考核， 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和干部
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林长未按要求履行林长
职责、对发现的问题未按照规定处理、未
按时完成上级林长交办的事项或者其他
怠于履行林长职责的， 由上级林长进行
约谈。

被约谈林长应当落实约谈提出的整
改要求和整改措施。

第十八条 林长违反本条例，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规定履行职责，导致责任区
内发生损害林业资源重大责任事故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落实约谈提出
的整改要求和整改措施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

第十九条 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林
长制办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或者处
理、查处职责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落实整改要求
和整改措施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
三款规定， 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林长公示
牌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恢复公示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四十五号）

《安徽省林长制条例》已经 2021 年 5 月 28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
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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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人的飞絮少了”
(上接 1 版)

“长袖、口罩、帽子、墨镜……我是过
敏体质，往年这时候都要‘全副武装’才敢
出门。 但今年，我发现恼人的飞絮明显少
了，风景‘养眼不迷眼’，政府真是帮我们
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合肥市民刘芳说。

据了解，相对于注射药剂抑制花絮
等方法，截干易操作、成本低。 经过短截
修剪，至少还需三四年时间才能再次开
花产絮 ， 这为后期树木更新赢得了时
间。 眼下，走在合肥市南一环路上，处处

是景色。 通过南一环综合提升改造，这
里引用朴树、榉树等常见乔灌木 120 余
株，银姬小蜡球 、彩叶枸杞球等新品种
60 余株， 并融入 1.6 万余盆宿根花卉、
400 余平方米草坪、2000 余盆时令花卉
等多种元素增强立体感和层次感 。 目
前， 南一环路两侧花境总面积达 2100
平方米。 “走在道路上，就好像走在公园
里，乔灌木、草坪 、时令花卉 、景石等相
得益彰，色彩自然和谐、景观层次丰富，
道路‘颜值’变得越来越高，居民幸福度

也大幅提升。 ”刘芳说。

·点评·
百姓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 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
升。 合肥市包河区下足绣花功夫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我省营造安全有序高考环境

(上接 1 版)加强考生入场检查，严防考生
携带高科技作弊工具进入考场。 采取多
证核对、生物识别技术等措施严防替考。
加强考中巡考，督促监考教师履职尽责，
提高监考质量，及时发现和处置违规、舞
弊行为。据悉，全省有 160名省级巡考员
分赴各考区巡查落实情况。

省考试院发言人强调 ，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对招生考试
违纪违法行为处罚作出了更加具体的
规定 ， 我省将坚决依法打击冒名顶替
入学行为 ， 依法完善考试招生的制度
规范 ，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
度 ， 切实维护考试招生秩序和教育公
平正义。

此外， 全省各级考试机构还为 289

名残疾考生和其他特殊困难考生平等参
加考试提供了合理便利。 省市联手采取
便民措施， 如合肥市为考生首次实行相
对就近设考点， 考生参加考试的距离从
过去最远 42公里缩短到现在最远 20 公
里以内，“穿城跑”变成“就近考”，受到群
众一致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