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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局挂牌

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局挂牌。该局由省环境
监察局更名而来，新增“监督生态
环境政策 、规划 、法规 、标准的执
行”等职责。

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局是省生态环境厅直属参
公管理单位，前身为安徽省排污监
理所 ， 于 1985 年 4 月成立 ，1997
年 7 月更名为安徽省环境监理所，
2005 年 2 月更名为安徽省环境监
察局。

该局主要职责为监督生态环
境政策、规划、法规、标准的执行；
承担省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事项；
组织开展全省性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活动；指导市县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工作；负责省委、省政府交
办重大案件的查处；指导协调突发
生态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协调
解决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受理生
态环境保护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等。

机构更名和职责调整，是深化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的重要举措。 据悉，我省市县两级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已于 2020 年挂牌组建完毕， 并按
照新的机构职责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此次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局挂牌组建，是承担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
项的需要，将有利于生态环境执法
上下联动，以生态环境高质量执法
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为我省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
力的生态环境执法保障。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依法维
护法律权威， 有力压实监管责任，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增强队伍
能力，综合运用传统检查手段和现
代科技手段，实现依法精准科学规
范执法；打造铁军队伍，依法保障
生态环境安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前五月地级市地表水质量排名公布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公布 1 月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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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六安、池州地表水质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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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六安、
池州 、滁州 、蚌埠 、淮南 、宿州 、宣
城、铜陵水质指数变化率小于 0，与
上年同时段相比地表水质量改善。
淮北市改善幅度最大，为 14.72%。

·绿色看台·

今年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全部进驻，，开展自然保护地专项督察——————

生态环保督察带来什么变化？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

由本报记者夏胜为、本报通讯员王兴撰写

桐城市大力推进以油茶、苗木、薄壳山核桃为主的基地建设，发展绿色产业———

打造特色林业“聚宝盆”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叶邓应 华璐

近日，在桐城市青草镇复兴村的油茶
基地，记者见到村民们正在给油茶林松土
除草。

“2011 年，我流转了当地村民 800 亩
山场，种植油茶和苗木，去年油茶产鲜果
6 万多斤。 ”安徽华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负责人冯静燕介绍， 公司常年聘请村民
来基地务工，一天工资 70 元至 150 元不
等，现在每天有 10 多位村民在山上务工
进行抚育。

“全村有山场 4000 余亩，过去山上长
满了 ‘小老树’， 经济效益差， 防火压力

大。 ”复兴村党总支副书记徐礼祥介绍，为
了盘活林地资源， 村里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 3 家林业公司和 1 家省级家庭农场，实
行“党支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在山
上种油茶、种药材、建苗木花卉基地；在田
里种瓜蒌、水稻。 美了生态，富了乡村，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60 多万元。

据桐城市林业局局长孙龙生介绍，桐
城市近年来大力推进以油茶、苗木、薄壳
山核桃为主的基地建设， 发展绿色产业。
全市现有经济林总面积 16.6 万亩 ,其中油
茶面积 10 万亩、薄壳山核桃 1 万亩；先后
创建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 3 个，2020 年林
业产值达到 75.4 亿元。

发展油茶、 苗木等特色林业产业，不

仅改善了林木树种结构，也提升了防御森
林火灾能力。 此外，基地经营者发展农事
采摘、休闲旅游等活动，为美丽乡村建设
增添了新的亮点。

走进桐城市范岗镇樟枫村，漫山林地郁
郁葱葱，6000亩桂花枝繁叶茂，移步皆景。

据介绍，2008 年以前， 樟枫村产业基
础薄弱。 2009 年，樟枫村引进花卉苗木公
司发展立体林产业， 种植桂花、 香樟、银
杏、紫薇等花木。

“我们种植的桂花品种包括金桂 、银
桂、状元红等十余个品种，并对桂花进行
深加工，制作糕点、桂花油等。 ”公司负责
人说。

“我是樟枫村大塥组人 ，在桂花园里

干园林工 10 年了，在家门口干活，一年还
能拿 3 万元的工资，日子越过越好啦！ ”今
年 68 岁的李光明正在园林里除草， 笑呵
呵地对记者说。

销售苗木、采集桂花深加工……樟枫
村“花香之路”越走越宽。 “桂花产业”兴旺
也使得昔日被村民视为“鸡肋”的山场田
地成了“聚宝盆”，每年每亩增值 3000 元以
上。 目前，该村已成功举办四届乡村旅游
桂花节， 共接待市内外游客 80 万人次 。
2020 年，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 91.6 万元，村
民人均纯收入达 2.1 万元， 初步实现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据悉，桐城市建立健全林权融资抵押
保险和涉林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林业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1000 万元， 分散和降
低林权融资风险， 支持全市涉林企业、林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林业大户发展
壮大。 “我们充分发挥特色林业基地的示
范引领作用，推动全县林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 同时加快特色林产品的加工研发，不
断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促进林业增
效、农民增收。 ”孙龙生说。

“千里眼”数据
直接应用执法监管

近日 ，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
市场监管局印发 《安徽省污染
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试行 ）》，
明确了涉自动监控环境违法行
为的认定情形等 ， 为规范污染
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 、 运行
与管理提供制度依据 。 由此 ，我
省通过积极探索创新和强化环
境管理的制度建设 ， 实现污染
源自动监控管理从 “跟跑者 ”变
为 “领跑者 ”。

该办法围绕“一个中心、三个
融合 、五个明确 ”制定 。 “一个中
心”即以提高自动监测数据质量，
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中
心。 “三个融合”即与计量法有关
规定融合， 与推行非现场执法监
管融合， 与排污许可管理制度融
合。 “五个明确”即明确了省、市生
态环境部门与重点排污单位职
责， 明确了自动监控运行管理的
具体要求， 明确了自动监测数据
超标判定依据， 明确了自动监测
数据应用范围， 明确了涉自动监
控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情形。

办法规定， 依照排污许可证
规定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且
设有污染物排放口的排污单位 ，
应纳入重点排污单位 ，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视
频监控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并与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
联网。 重点排污单位安装的自动

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符
合以下规定 ：选用符合国家相关
环境监测标准 、计量器具管理要
求的监测设备 ；设备的安装和调
试应当符合自动监测设备现场
端建设技术规范等标准的要求 ；
自动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应
当符合相关污染源自动监测 （监
控 ）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具备运
行状态和工作参数上传功能。

办法对认定为 “未按照规定
安装水或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设备 ” “未按规定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
“未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
行 ”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水或大气污染物 ”的各种情形作
出规定。 如存在篡改伪造自动监
测数据 、虚假标记等情形的即认
定为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水或大气污染物”。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人士表
示， 近年来我省组织实施重点污
染源自动监控安装、 联网和运维
监管“三个全覆盖”工作。实践中，
由于自动监测设备的属性不明
确， 自动监测数据不能直接应用
执法监管。此次办法出台，自动监
测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产生的自
动监测数据， 可作为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等监管执法的依据 ，将
助力生态环境智慧监管。

《安徽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试行）》
近日出台，规范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

我省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回头看”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部署绿色
矿山建设“回头看”，要求各地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对已纳
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的 81 家矿
山，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
导向，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为重点进
行“回头看”，并做到立行立改，稳
步推进全省绿色矿山建设健康、有
序发展。

此次行动重点围绕绿色矿山先

决条件、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
资源综合利用、 节能减排等 7个方
面进行检查， 了解矿山企业绿色矿
山持续建设情况， 核查第三方评估
单位评估工作的严谨性， 及时发现
问题，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各市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对自查和“回头看”发
现问题的矿山列出问题清单， 督促
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期限，确保整改工作到位。

··生态环保督察在行动··

·绿色广角·

图为近日

拍摄的黄山市

徽州区西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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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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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员 汪颖 摄

督察结果怎样运用？
———形成“一报告两清单”，推动

问题整改；督察结果是被督察对象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领导干
部任免的重要依据

督察有哪些环节？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省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包括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
馈、移交移送、整改落实和立卷归档等程序环节。

督察进驻结束后， 督察组形成督察报告、责
任追究问题清单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清单，
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经督察组组长签字的报告
及清单提交省督察办， 同时提出需要向省委、省
政府报告的重大问题建议。省督察办收到督察报
告和清单后进行梳理，按照统一格式报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问题报省委、省
政府。

督察报告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后，在 20 个工
作日内，由督察组组长向被督察对象反馈，指出
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要求。 督察组将责
任追究问题清单移交被督察对象依法依规依纪
调查处理。督察报告主要内容通过省级和当地市
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督察结果如何运用？省督察办将督察结果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送有关组织（人事）部门，作为被
督察对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领导干
部任免的重要依据；将督察发现的责任追究问题
清单按照有关权限、程序和要求移交有关部门或
被督察对象；对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污染犯
罪以及其他重大问题线索，按程序移交有关部门
或单位依法处理。

被督察对象按照要求制定整改方案，于督察
意见反馈后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委、省政府，抄
送省督察办，并在 6 个月内报送整改情况。 省督
察办对各单位整改情况适时组织核查，重要情况
报告省委、省政府。被督察单位整改方案、整改落
实情况通过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进驻期间如何督察？
———督察动员、听取工作汇报、开

展个别谈话、受理信访举报、下沉督察、
公开典型案例等

根据安排，督察组对 4个市及省属企业督察进
驻时间约 20 天， 对省直部门督察进驻时间约 30
天。进驻期间如何开展工作？据悉，主要采取督察动
员、听取工作汇报、开展个别谈话、受理信访举报、调
阅资料、走访问询、调查取证、召开座谈会、开展下沉
督察、实施约见约谈、公开典型案例等方式。

省督察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第一批督察以
专项督察形式开展，重点聚焦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 全面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以“严整改、重质量、促转型”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
“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以及群众信访举报办理。

三批督察各有侧重。 根据部署，自然保护地专
项督察，重点督察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
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
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及省领导同志关于自然保护地
生态环境保护的指示批示落实情况，自然保护地生
态环境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落
实情况，中央及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及省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馈涉自然保护地问题
和历年来“绿盾”行动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省属企业督察， 重点督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情况；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
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承担社会责任，强化企业内部
生态环境管理情况等。

省直部门督察， 重点督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情况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制定出
台的政策、规划、制度等体现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要求的情况；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履行情况；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
况；系统内发生的重大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问题处理处置情况。

督察对象有哪些？
———今年分三批开展， 督察 4

个市、4家省属企业、3个省直部门

“您好，这里是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请
问您反映什么情况？ ”6 月 23 日 9 时，进驻宣城
市的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接到第一个群
众来电。 伴随着电话铃声，督察组为期 20 天的
信访举报受理工作启动。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共有 18 名成
员， 以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办公室人员为主
体， 并根据任务需要抽调了部分地市和省直有
关部门人员、 专家参加。 督察组内分为四个小
组，包括综合协调组和 3 个下沉督察小组。综合
协调组主要负责督察期间的联络沟通、 信访受
理、边督边改、宣传报道、材料收集汇总等工作；
3 个下沉督察小组分别开展督察具体工作，并
下沉督察相关县（市、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随着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今
年第一批 4 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
督察进驻。根据部署，今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分三批开展，第一批于 6 月份启动，对六安、宣
城、池州、黄山 4 市开展自然保护地专项督察；
第二批于 8 月份启动， 对 4 家省属企业开展例
行督察；第三批于 10 月份启动，对 3 个省直部
门开展例行督察。

省级生态环保督察进驻省直部门、 省属企
业，这在全国是创新举措。 省属企业督察对象有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淮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省直部门督察
对象有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

“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省委、省政府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是推
动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督察组将坚持系统观念、坚持严的基调、坚
持问题导向，精准、科学、依法做好督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