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长制从安徽走向全国

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提出到 2022 年 6 月
全面建立林长制。 由此，我省率先探索实
施的林长制走向全国。

森林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
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 我省地跨长江、淮
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处于长三角上游，承
东启西，连接南北，拥有皖南山区和皖西
大别山区等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

2017年，我省就在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制
改革， 建立了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
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确保一山一
坡、一园一林、一区一域都有专人专管。

我省把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
“五绿”确定为林长制五大任务。 围绕“护
绿”加强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围绕“增绿”
推进城乡造林绿化；围绕“管绿”预防治理
森林灾害 ；围绕 “用绿 ”强化资源多效利
用；围绕“活绿”激发林业发展动力。

各级林长都有目标责任，形成了省级
总林长负总责、 市县总林长指挥协调、区
域性林长督促调度、 功能区林长抓特色、
乡村林长抓落地的工作格局。 各有关部门

都有职责任务，并纳入省委、省政府年度
综合考核，兑现奖惩。 依托林长制改革，安
徽林业发展由林业部门 “小马拉大车”转
变为各级各部门“同唱一台戏”。

2019 年，全国首个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在安徽揭牌。近年来，我省纵深推进林长制
改革，高质量推进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建设，
深化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五绿”并
进体制机制，在全省设立 30个示范区先行
区，确定 90个体制机制创新点等。 我省林
长制改革入选中国改革 2020 年度十大案
例，成为新时代安徽改革的知名品牌。

目前， 全省 5.2 万名林长守护 400 万
公顷森林和 100 万公顷湿地。 全省森林面
积已达 6262 万亩，森林蓄积量超过 2.7 亿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30.22%。

今年是我省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
的关键之年。 我省将在系统集成改革、提
升价值功能、 推动区域联动上探索深化，
实施平安、健康、碳汇、金银、活力“五大森
林行动”， 高质量建设全国林长制改革示
范区，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
和制度成果，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新安江模式”全面推广

近日，歙县深渡镇，歙县和浙江淳安县
两地党员环保志愿者携手举办活动， 主题
响亮———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 随着志
愿者投放，3 万尾成鱼和 2 万尾鲢鳙鱼苗游
入美丽新安江。

新安江流域是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的先行探索地，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实践地。 发源于休宁六股尖的新安江，
是长三角重要的战略水源地和绿色生态屏
障。2012 年，在财政部、原环保部的指导下，
皖浙两省正式启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 此举开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先河。

试点以来，黄山市累计投入 180 亿元，
着眼于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在
全省首创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回收等
“七统一”农药集中配送模式；关停污染企
业 220 多家，拒绝污染项目 190 多个，优化
升级项目 510 多个； 新安江干流全面退捕
禁捕，岸线退耕还林还草，沿江 5993 只网
箱全部退养； 关闭搬迁 124 家禁养区规模
畜禽养殖场，实施农村垃圾治理、农村污水
处理 PPP 项目等。

每轮试点三年，到去年年底，三轮试点

圆满收官。 纵观三轮试点，每轮试点呈递进
方式推进，水质标准更高、考核标准更严、
创新项目更多。 试点经验被总结为“新安江
模式”。 “新安江模式”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为指
引，以生态补偿为核心，以生态环境保护为
根本，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互利共赢为目
标， 以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建
设模式。

“新安江模式 ”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
益，新安江每年向千岛湖输送近 70 亿立方
米干净水， 连续多年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河
流之一。 试点工作入选 2015 年全国十大改
革案例和中组部“攻坚克难案例”，写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 “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其
他 10 个流域、15 个省份复制推广。 我省将
“新安江模式”拓展到地表水、环境空气质
量领域等。

当前， 我省与浙江共同谋划新安江—
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 加快建立科学的
跨流域生态补偿、 污染赔偿标准和水质考
核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长治”。

八百里皖江奔涌绿色潮

长江自江西入安徽，经安庆、池州、铜
陵、芜湖、马鞍山，在江淮大地蜿蜒 416 公
里，滔滔东去，素有“八百里皖江”之称。

2018 年起，八百里皖江掀开崭新的发
展篇章。 省委、省政府把全面打造水清岸
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列为生
态文明建设“一号工程”。

聚焦“水清”，推深做实关污源、纳统
管、护物种。 我省对长江干流 4558个排口
进行全覆盖排查、监测和溯源，基本实现长
江干流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监控； 把园区
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部纳入统一污水管
网，全力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珍
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全省禁捕区域内 1.2
万余艘渔船、3万多渔民全面退捕。

聚焦“岸绿”，推深做实禁新建、建新
绿。我省划定“1515”岸线分级管控红线，
沿江 1 公里严禁新建项目 、5 公里严控
化工项目 、15 公里严把项目准入 ， 大规
模开展长江干流两岸绿化，实现由“靠江
吃江”向“靠江护江”转变。

聚焦“产业优”，推深做实减存量、进
园区、强机制。 我省完成长江干流 1 公里
内 270 家 “散乱污 ”企业整治 ，依法依规

“关改搬转”137 家化工企业， 探索碳排放
权、排污权交易。

还一江清水、护两岸青山。 针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我省近年来纵深推进
长江安徽段“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并
在全省举一反三大排查、 大整治， 建立
“23+80+N”清单，排查发现的 1747 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 1681 个，占比 96.2%。

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马鞍山市
薛家洼、 芜湖市十里江湾等地生态环境
华丽变身。去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薛家洼生态园，强调要增强爱护长江、保
护长江的意识 ，实现 “人民保护长江 、长
江造福人民 ”的良性循环 ，早日重现 “一
江碧水向东流”的胜景。

监测显示，“十三五”期间，我省长江
流域总体水质由良好好转为优，劣Ⅴ类断
面实现清零。 2020 年，长江流域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 90%，创国家考核以来最好
水平。

今年 5 月起，我省部署开展以“严整
改、重质量、促转型”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
“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加快打造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生态廊道”绘就新画卷

今年 3月，芳草萋萋的合肥市包河区派
河口湿地，我省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暨长
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全
面启动仪式举行。 由此，安徽生态建设领域
的又一重大布局进入公众视野，四条生态廊
道开建，涉及 16个市和各县（市、区）。

四条生态廊道， 各有侧重。 我省突出
“修复”打造长江生态廊道，深入实施长三
角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治， 强化跨界固废危
废、水体污染联防联控，保持长江生态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

突出“治理”打造淮河生态廊道，实施
采煤塌陷区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持续推动
黑臭水体治理，加快建设淮河（安徽）生态
经济带。

突出“改善”打造江淮运河生态廊道，
以碧水、安澜、富民三大工程为抓手开展新
一轮巢湖综合治理， 高标准建设环巢湖十
大湿地和合肥骆岗生态公园， 加快推进引
江济淮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努力实现“一
河清泉水、一条经济带、一道风景线”。

突出“增秀”打造新安江生态廊道，深
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推广“生

态美超市”模式，让水体更清、风景更美、产
业更优。

根据部署，从今年起到 2023 年，长江、
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两侧各 15 公里范
围内的宜林荒山荒坡荒地全部植树造林，
两岸废弃的码头、厂矿和沿线的滑坡山体、
裸露地块全部完成复绿，实现宜林还林、应
绿尽绿， 并同步开展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

到 2025 年，长江、淮河、江淮运河 、新
安江沿线的城镇、 乡村基本达到省级森林
城镇、森林村庄标准，森林质量持续提升，
各类自然保护地和湿地得到有效保护修
复，形成连续完整、功能完备、结构优化、质
量优良、景观优美的生态廊道，流域生态系
统更加稳定健康。

随着四条生态廊道工程实施， 我省将
把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打造成水
清岸绿、城乡共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廊道， 为全省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让绿色成为
安徽最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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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地绿、水净，是老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期待。 近
年来， 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林长

制改革、 在新安江流域实施全
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试点、纵深推进生态环境“大保
护大治理大修复、 强化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实” 专项攻
坚行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造四条生态廊道……生态环
保领域，“大手笔” 的顶层设计
频频推出， 生态文明之花遍开
江淮大地。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五升五变”： 生态环保意识显
著提升，齐抓共管的“大环保”
格局加快形成， 实现由单兵作
战向全民参与新的转变； 生态
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实现由短
期改善向持续向好新的转变；
污染防治能力显著提升， 林长
制、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标
志性改革取得突破， 地方性法
规和制度体系更加严密， 实现
由末端治理向标本兼治新的转

变；绿色增长动能显著提升，单
位 GDP 能耗下降和四项主要

污染物减排任务均提前超额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均超过 40%， 实现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新的转变；公众满意度显著提升，源头
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实现由被动查处向主动监管新的转变。

新时代，新征程。当前，我省正奋力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把碳达峰、碳中
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快国土空间、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开展新一轮“三大一强”专项攻
坚行动，推深做实生态改革等，坚定地朝着经济强、百姓
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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