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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胜为

“三个全覆盖”，线上“随时管”

“不用到现场，线上‘随时管’”，随着我
省实施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千里眼” 紧盯
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执法人员非现场监
管，对企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今年 3 月， 凤阳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
人员调阅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
库系统，发现凤阳腾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1
月 4 日、1 月 8 日、1 月 22 日、1 月 30 日、3
月 7 日废气排口颗粒物日均值排放浓度超
标 ，3 月 3 日二氧化硫日均值排放浓度超
标。 经调查证实，该企业在自动监测数据日
均值超标时段， 出现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故
障，既未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也未采取措
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且自动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自动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企业由此领
到 31 万元的“环保罚单”。

此起案件查处，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与基础数据库系统起了关键作用。 近年来，
我省持续深入推进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
设备安装、 联网和第三方运维 “三个全覆
盖”工作，探索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 截至
10 月底，全省 2503 家纳入“三个全覆盖”管
理的重点排污单位完成自动监测设备安装
联网。 由此，经过联网，自动监测设备对企
业污染物排放的监测数据和视频信息，生
态环境部门远程即可“随时查”。

“我们依托‘数字江淮—智慧环保’平
台， 构建了安徽省重点排污单位智慧监管
平台，探索重点排污单位智慧监管实现‘随
时管’。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席峰介绍，该
平台汇集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 实现
全省重点排污单位的废气、 废水监控点的
专题图展示，设置了预警模块，通过大屏滚
动方式展示超标报警信息。 设备运行异常、

超标排放时， 平台以发送短信等方式及时
向监管人员推送报警信息， 随时随地实现
监控设备运行状况巡查与上报， 并在平台
后台存档分析，实现智慧化监管。

陈远是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局工作人员，平台推送报警信息，他是接收
人之一。 近日， 陈远收到蓝色超标报警短
信： 利辛县胡集镇污水处理北站污水排放
口 pH 值日均值超标。陈远及时通过系统下
派任务， 组织第三方运维监管单位及属地
生态环境部门赴现场检查。 经现场核实，当
日供电部门停电两小时， 该污水处理站停
电期间自动监测设备无数据， 导致日均值
数据出现问题。 现场检查人员判定原因后，
将结果通过系统填报，实现闭环管理。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等检查方
式，为统筹执法力量、精准投放执法资源提
供了有效支撑。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沈世伟表示。

构建“一张图”，实现“随时查”

重点排污单位智慧监管平台， 是省生
态环境厅推动智慧监管打造的 35 个业务
系统中的代表。

席峰表示， 省生态环境厅依托安徽省
“数字江淮”总平台，按照“一套数、一张图、
N 个业务系统”的体系架构，已初步构建了
“数字江淮—智慧环保”分平台。

“一套数 ”，即涵盖了水 、气 、噪声 、固
废、核与辐射、自然生态和污染源等环境业
务数据， 省生态环境大数据资源中心现已
收集 4 亿多条数据， 通过对数据资源进行
统一融合分析，编制数据资源目录，建成固
定污染源数据库，形成统一的污染源档案，
并通过强化数据交换共享， 提升了生态环
境协同管理能力。

“一张图”，即全省生态环境一张图，采
集整合遥感、 环境质量与污染源监测等数

据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实现全省大
气、水、声环境等监测网络的可视化，为生
态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N 个业务系统”，即围绕环境质量目标
考核、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重点污染源
监管、监察执法等重点工作，开发升级“安
徽省生态环境执法大数据综合监管平台”
“重点排污单位‘三个全覆盖’视频监控系
统”等 35 个业务系统，为实现智慧环境管
理提供了信息化应用支撑。

在智慧系统的支撑下 ，省生态环境厅
推动大数据统一应用 ，实现 “随时查 ”；提
高管理服务效率，实现“随时办”，实施“零
跑 ”行动 ，政务服务窗口办件全面实现电
子化管理，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
跑腿”。

省环境信息中心主任肖中新表示，接
下来将以“数字江淮—智慧环保”为核心，
打造生态环境天空地立体监测物联网，形
成生态环境大数据资源库， 建成生态环境
决策指挥作战“一张图”，打造数据产品中
心 ，引导更多的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高
校、科研院所、创投机构对环境保护大数据
进行挖掘、分析和商业模式创新，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

用数据管理，执法更精准

推动智慧监管， 出发点是为了提升监
管效能。 实施智慧监管过程中，如何完善执
法机制，提升执法效能？

肖中新表示， 为实现环境执法智能精
准， 省生态环境厅积极响应行政执法全过
程记录、智能执法的要求，以建立问题发现
机制、规范现场执法、对企业分级分类监管
为导向，探索执法管理信息化。

具体工作中， 依托安徽省移动执法监
管系统，采取省级统一建设，省、市、县三级
执法部门共用一个平台的方式， 实现全省

所有现场执法任务、信访、行政处罚三项业
务互联互通， 做到全省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统一平台、统一检查流程、统一记录文书、
统一裁量基准、统一装备标准、统一网络传
输、统一监督管理，现场执法笔录和证据实
时上传至移动执法监管系统， 并且与生态
环境部实现全国联网， 行政处罚结果在各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公开， 实现
生态环境执法“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
用数据决策”。

建设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行动调度系
统，对蓝天保卫战、饮用水源地保护、长江
入河排污口排查、 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
物非法转移和倾倒、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
标排放、“绿盾” 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等污
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行动， 实现网上调度推
进，形成立体化的信息化智慧监管体系。

依托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
重点采集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处置利用的
过程信息， 构建可视化 “产废—转移—处
置”全生命闭环监管数据网，采用“一企一
档”“一物一码”等全过程监管跟踪，实现危
废管理全程可追溯、全程可留痕。 对危险废
物贮存超期、联单签收异常、处置量负荷等
问题，及时发出预警。

“管理人员由以前的‘坐等上门 ’变为
现在的‘主动发现’，使问题发现和处理的
关口前移。 ”肖中新表示，由此，让监管跑在
风险前面，源头预防，拧紧危险废物监管的
“安全阀”，逐步实现由“被动式管理”逐步
向“主动预防式管理”转变。

··绿色聚焦··

�� 目前，，我省初步构建了““数字江淮——智慧环保””平台，，推
动生态环境执法““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
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

为环境监管

百鸟翔集沙滩湖
■ 本报通讯员 李怀义 张晓娟

近日， 在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沙湖
滩，一群又一群天鹅、大雁、白鹭在空中悠
闲盘旋，在湖滩上、芦苇荡里觅食。

“沙湖滩里多年来不让打鸟，现在成了
‘鸟的乐园’。 ” 东风村党总支书记朱元晔
说。 东风村位于高邮湖西岸南端，湖堤外侧
是万亩沙湖滩涂， 是候鸟南迁中途理想的
栖息地，当地人称为“千年鸟滩”。

曾经，这里的村民为了生活，家家户户
打鸟成风，“千年鸟滩” 成了候鸟劫难地。

村前湖滩，也有一个不光彩的别名———“鸟
难滩”。

为守护生态屏障、保护候鸟迁徙，近年
来， 在美丽乡村建设和水环境生态补偿等
民生工程项目的助力下， 天长市多个职能
部门联合打击非法捕鸟行为， 并组织成立
市级护鸟巡护队，建成汊河、洋湖闸、沙湖、
吴庄等 5 个候鸟保护站点， 引导成立村民
志愿护鸟队伍。

东风村从 2017 年开始， 成立固定的村
民志愿护鸟队， 吸纳近 30 名党员干部、青
年团员参加，要摘掉“鸟难滩”的帽子。 护鸟

队进组入户、登门宣传护鸟政策法规，并在
候鸟迁徙时段，每晚轮流巡逻，劝阻非法网
鸟、电鸟行为。

“那就是过去村民们说的‘鸟难滩’! ”近
日晚上 8 时，夜色茫茫，护鸟队员吴亮警惕
地注视着不远处一滩涂， 轻声告诉笔者：
“候鸟习惯夜间飞行，喜欢追逐亮光，往亮
的地方钻。 现在， 湖滩上一星半点捕鸟灯
光，也休想躲过我们。 ”过去，吴亮曾是村里
的“网鸟高手”。 自担任护鸟队员后，他将知
鸟懂鸟的技能派了上用场， 目前已协助该
市森林公安收集捕鸟违法线索 40 多条。 他

白天在镇工业园区上班， 晚上参加护鸟巡
逻，上班、护鸟两不误。 护鸟队风里来雨里
去，日复一日护鸟爱鸟，潜移默化影响乡风
民俗。

“这些年，村里大力发展芡实、百合、葡
萄、优质稻等特色种植，并兴办生态渔场、
猪场和家禽场。 如今，家家有产业，户户能
增收，谁再打鸟捕鸟就会被乡亲们指责。 ”
朱元晔说， 越来越多的游客知道了东风村
的护鸟故事，慕名而来观鸟、赏景、拍摄，也
带火了村里的文旅产业。

“营造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利用文旅融
合推动乡村振兴， 就是引领村民发家致富
的新路子。 ”朱元晔说，村里下一步将充分
利用民生工程项目资金， 修建沿湖护鸟网
栏、滩涂小道、观鸟台和生态民宿，打造乡
村候鸟科普摄影基地。

近日航拍的合肥市十五里河下游湿地水质生态治理现场。 十五里河是巢湖的一级支流，围绕“治湖先治河”的理念，合肥市通过治理，实现湿地的水量按比例分流、水质强
化净化和水生态系统恢复。 目前，经湿地处理后，氨氮污染物削减率约为 30%，总磷和 COD 污染物削减率约为 20%。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智智智慧慧慧大大大脑脑脑装上

·绿色看台·

遥感监管保障“住得安心”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为保障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类重点建设用地的
安全利用，防范违法违规开发，保障人民群众“住得安心”，省生态环境
厅创新管理模式，开发应用了“重点建设用地遥感监管系统”，对全省
重点建设用地地块实行“一张图”管理。

该系统利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信息化技术，嵌入提
醒、预警以及核查等功能模块，构建“天地一体”的问题发现与解决闭
环监管体系，有效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人士表示，省、市、县三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自然
资源规划部门已实现系统共享共用。该系统具有定期提醒、遥感监测、
研判分析、协同联动功能。

对未完成土壤污染调查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或修复的污染地块，该系统定期发送信息，提醒属地生态环境部
门，督促相关责任人依法落实土壤污染防治义务。

该系统利用国产高分卫星影像，每季度开展一次遥感监测，及时
更新重点建设用地地块高清遥感影像图片， 形成遥感影像数据库，全
程记录从纳入系统到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治理修复、移出系
统等重点环节的地块空间变化。

系统通过遥感影像比对，分析是否存在开发建设活动；对比对发
现存在疑似违规开发的，进行预警，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和自然资源
规划部门下达现场核查指令，要求核实开发建设活动的合规性，及时
发现违规行为。

接到现场核查指令后，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现场核查，及时纠正违
法违规问题，并上传核查和处理情况，实现“线上发现问题、线下解决
问题、线上留存记录”的闭环管理。

系统拓展了现场核查“指挥调度系统”，可根据需要进行远程指挥
调度。 系统手机端 App 可实现位置导航、核查信息记录、核查结果（含
现场图片）上传等操作。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人士表示，“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中
我省地块已全部纳入遥感监管系统，并完成“四至”范围核定和本底遥感
监测；截至目前，对其中需要重点监管的地块，累计开展了两轮遥感监
测。 对部分地块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责任单位已及时整改到位。

省生态环境厅开发“重点建设用地
遥感监管系统”， 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
闭环管理———

废弃矿山变身绿水青山
■ 本报记者 徐志纯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广德市木鱼山，放眼望去，过去采矿留下的一个
个大小不一的坑，现在被铺上了绿网，为接下来的矿山生态修复作准备。

记者从近日在广德召开的安徽省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推介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坚持废弃、在建和生产矿山并重，不断
强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加快推进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治理工作，消除矿山地质灾害，恢复矿山生态环境。“十三五”以
来，全省共摸排废弃矿山 3538 个，压占损毁面积 2.95 万公顷。 “十三
五 ”期间 ，规划修复矿山 1549 个 、面积 1.27 万公顷 ，实际修复矿山
2516 个、面积 1.65 万公顷，超额完成规划目标。

让废弃矿山重新得到有效利用，这既是环保要求，也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了解到，我省马鞍山市当涂大青山野生动物
世界就是从废弃矿山改造而成，是市场化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典型代
表。 改造前，乱石坑遍布、尘土飞扬。 2018 年，当涂县政府引进当地某
野生动物园运营团队，对大青山废弃工矿地进行原址改造，建设了野
生动物世界，打造了主题乐园。 项目从 2020 年 4 月运营至今，入园游
客已达 4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000 余万元。

广德市新杭镇域内目前遗存 34 座废弃煤矿和非煤矿山。 本次推
介会上，广德市新杭镇政府、四合乡政府等与国内有关企业就生态修
复项目签约。

“市场化是矿山生态修复的现实路径和必然选择。 ”省自然资源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引入社会资本对矿山修复利用进行总体规划设计，以此
为基础来实施修复工程、优化空间布局、导入相关产业，既实现了科学修
复，又助推了当地产业发展，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小油茶做成大产业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张宏兰

“今年油茶又是丰收年，预计可采摘鲜果 15 万公斤。”桐城市孔城
镇陷泥村油茶基地负责人高晓泉高兴地说。 这片油茶林大约 100 亩，
油茶树龄超过 11 年，已经进入盛产期。经过 10 多年发展，高晓泉已发
展油茶 500 亩，挂果油茶超过 200 亩。

据了解，油茶种植 3年后开始挂果，8年后进入盛产期，盛产期达 50
年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效经济作物。 孔城镇通过引导农户将分散的山
地、林地进行合理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在高晓泉等 7个油茶种植示范户
引领下，周边群众油茶种植积极性普遍提高，油茶种植面积已达 7000多
亩。 该镇林业部门及时跟进，进行栽培、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桐城市近年来做大做强油茶产业，推进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油
茶示范基地建设，每年投入 120 余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种植大户和林
农发展油茶产业，对油茶进行深加工，提升油茶产值。目前全市油茶经
济林基地 10 万余亩，油茶系列产品年销售额达 3 亿元。

位于该市龙眠街道的安徽龙眠山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林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到处堆积着油茶果，工人们正在
将茶果分拣、炼油，金灿灿的茶油不断从管道中流出。 公司负责人袁凯告
诉记者，公司现拥有先进的热榨、冷榨、精炼分装技术设备，日加工能力
可达 45吨原料的生产线；建设了科研基地，林业产业化创新中心联合实
验室，与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合作开发功能性茶油和富锌茶油
等，现有龙眠山茶油、芝麻油、菜籽油、大豆油等种类 30多种。

“我们不断加大山茶油种植基地的投入，建立油茶省级标准化示
范区，种植优质油茶 6000 多亩，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与农户签订合作协议，通过付租金、参股分红、务工等方式带动 600 多
农户发展油茶。 ”袁凯说。

桐城市林业局正高级工程师钱候春告诉记者， 该市立足资源优
势，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成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
的现代林业示范区和示范基地，目前全市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 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2 家，拥有龙眠山、文都、牯牛背等 6
个茶油品牌。桐城市油茶规模逐渐形成，综合效益初步显现，已成农民
增收致富、生态改善的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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