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22 月 2266 日，，雪过天晴，，位于旌德县白地
镇的旌歙古道被冰雪覆盖，，宛如童话世界。。 美
丽的雪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景。。

本报通讯员 江建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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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1个月地级市空气质量排名公布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省生态环境厅日
前公布 1 月至 11 月全省 16 个地级市空气质
量排名，黄山、宣城、安庆排名前三位。

排名采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大小来确
定，指数越小表明空气质量越好。 参与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评价的有 PM2.5、PM10、CO 等 6
项指标 。 数据显示 ，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32 微克 /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 85.7%。

排名表通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
率反映各市本年度评价时段内与上年同期变

化幅度，大于 0 代表空气质量恶化，等于 0 代
表持平，小于 0 代表改善。 根据排名表数据显
示，除池州、芜湖、铜陵、马鞍山外，其余各市
空气质量同比均改善。 亳州空气质量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为 16.1%。

1 月至 11 月全省市辖区、县（市）PM2.5浓
度排名同期公布。 市辖区中，黄山市屯溪区、
黄山区、徽州区位列前三。 县（市）中，祁门县、
歙县、黟县位列前三。

前 11个月地表水质量排名出炉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省生态环境厅日
前公布 1 月至 11 月全省 16 个地级市地表水
质量排名。 黄山、池州、安庆排名前三位，其中
黄山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最好。 滁州、淮南、宣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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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显示，池州、宣城、
六安 、合肥 、淮南 、滁州 、蚌埠 、淮北 、宿州水
质指数变化率小于 0， 与上年同时段相比地
表水质量改善。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细化 15种情形，
明确免罚条件

今年 7 月 1 日起 ， 由省生态环境
厅、省司法厅联合印发的 《生态环境轻
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第一批）》施
行。 近半年来，《免罚清单》实施取得初
步成效，全省已有 15 个市对 34 起轻微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了不予处罚的
决定，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免罚清单 》对生态环境领域执法
裁量权进一步细化 ， 将依法不予处罚
的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具体化 、标准化 ，
设定 15 种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 ，涉及
9 部法律法规，包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 、排污许可制度 、水污染防治 、大
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 、
噪声污染防治 、 企业环境管理等 7 个
方面。

具体如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告表 ，擅自开
工建设 ， 责令停止建设后及时停止建
设，并主动恢复原状的；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都很小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
排污登记表没有填报， 首次被发现，在
检查之日起 5 日内完成填报的；露天堆
放一般工业固废， 占地面积在 10 平方
米以下，首次被发现，且当场改正的；超
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 分
贝以内， 首次被发现， 在检查之日起 3
日内改正的等。

“《免罚清单》的制定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省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 ， 以环境违法行为轻
微、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三个
构成要件作为免罚条件 ，不创设 、不突
破。 同时，针对法条、结合执法实践，重
点厘清、细化了违法行为轻微的具体情
形， 为执法人员提供执法操作依据，防
止随意、标准不一。

执法宽严相济，
企业微错立改

随着 《免罚清单 》实施 ，已有 15 个
市对 34 起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

“免罚，对我们来说是带来帮助，又
敲响警钟 。 ” 泾县某宣纸公司负责人

说 ， 当时对存在的问题就立即整改到
位 ， 接下来将更加注重从细节入手保
护环境。

7 月初，泾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
员对该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 ， 发现厂
区围墙外菜园地内露天堆有污水处理
产生的污泥。 经调查，企业为了降低污
泥含水率 ， 新安装了一台污泥压滤机
正在进行调试 ， 调试时压滤机产生的
污泥临时露天堆放在厂区围墙外进行
晾晒 。 该公司擅自堆放污泥 ， 违反了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第二十
条 ， 依法应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 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

该公司于执法检查后立即将堆
放的污泥清理装袋 。 鉴于该公司违法
行为首次被发现 ，且当场改正 ，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泾县生态环境分局依
据 《免罚清单 》，决定对该公司不予行
政处罚 。

排污许可制是环境管理领域的重大
改革， 生态环境部门依排污单位的申请
和承诺， 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法律文书
形式， 依法规范和限制排污单位排污行
为，明确环境管理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
对排污单位实施监管执法。今年 8 月，合
肥市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对合肥某商贸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未填
报排污登记表。 该公司未填报排污登记
表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据《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该企业
立即整改，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排污登
记表的填报。 鉴于该企业违法行为轻微
并及时改正，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作出不
予行政处罚决定。

15 种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中，有一
种情形涉及未批先建： 建设单位未依法
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擅自开工建设， 责令停止建设后及时停
止建设，并主动恢复原状的。

今年 8 月 ， 潜山市生态环境分局
执法人员对某刷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
时发现 ， 该公司刷制品项目相关生产
设备正在安装中 ， 尚未取得环评审批
手续 。 针对该公司刷制品项目未批先
建的违法行为 ， 潜山市生态环境分局
依法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建设并拆除
相关设备。 执法人员后来现场复核，该
公司已停止建设并拆除安装好的相关
生产设备 ， 同时已委托第三方编制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依据相关法律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规定， 该公司刷制品项目未批先建行为
应处 1.001 万元罚款。 鉴于该公司违法
情节轻微、 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 潜山市生态环境分局对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进行约谈教育， 作出不予行政处
罚决定。

提高执法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

安徽大学环境资源研究专家张辉
表示，《免罚清单》的施行有利于生态环
境部门提升执法效能，督促企业自觉守
法主动纠错，有力促进企业合规意识的
提高。

“施行《免罚清单》，立足于法治，着
眼于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让环保
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省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查办一案，实现双
赢、共赢、多赢的局面，用法治的力量创
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 实现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统一。

该负责人表示，《免罚清单》 细化生
态环境领域执法裁量权、 补齐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制度版图、 完善生态环境执法
监管机制， 推动形成合法合理公平高效
的生态环境执法体系； 进一步规范生态
环境领域行政处罚权行使， 对于未造成
环境危害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
罚，给行政相对人一定的容错空间，保护
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让生态环境部门
在执法过程中坚持宽严相济、 过罚相当
原则， 在执法监管中进一步紧抓重点排
污单位、重点监管领域，把有限的资源和
力量集中在更需要的地方， 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免罚清单》 将依法不予处罚的违
法行为具体化 、标准化 ，为执法人员对
轻微违法具体案件的认定，提供明确的
执法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领
域执法行为。 我省将在 16 个地市全面
推广《免罚清单》，对于未造成环境危害
后果、及时整改到位的轻微违法行为不
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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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为幸福“加码”
■ 本报通讯员 张阳

近日，宿松县东北新城花溪公园，三三两
两的人们在冬日暖阳下沿着步道散步。 “以前
县城公园少，现在随着新城建设，公园多了起
来，现在家门口又建起了花溪公园，我们散步
休闲的去处多了，日子过得舒坦！ ”居民殷先
生高兴地说。

让殷先生点赞的花溪公园， 位于宿松县
东北片区核心区东部， 是宿松县今年重点打
造的一处城市公园。 航拍俯瞰，从入口“泼彩
地景”到亲水“杉林紫韵”，从观景廊架到休闲
步道，整个花溪公园景观美丽宜人。

花溪公园用地面积逾 6 万平方米， 其中
绿地面积 4 万平方米，以建设海绵城市、提升
生物多样性、构建城市森林、打造城市活力空
间为设计目标， 将废弃的老渠道重塑为城市
中“触手可及”的绿色空间，为市民提供一个
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湿地景观。 根据现场地

形地势， 公园建设划分为五大板块———入口
的 “泼彩地景 ”，公园与市政衔接的 “层林浸
染”，利用地形地势设计的“炫彩花海”，岸边
的“杉林紫韵”，以及“水生湿地”。

“花溪公园在满足城市景观绿地功能同
时，落实海绵城市设计理念，通过有效连接，
将龙湖公园、何冲河、杨湾河等水体构建成完
整的水系，形成循环，通过水治理达到水体净
化，使城市水体恢复水动力，形成自然净化和
修复的功能。 ”宿松县东北新城规划建设科科
长孙唐明说。

宿松县东北新城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余
劲松表示，近年来，宿松县东北新城通过建设综合
公园、体育公园、街头公园、河道公园，统筹沿河沿
路生态绿廊建设， 新增城市公共绿地面积 35.76
公顷，新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5%，逐步形
成了可亲可近、互联互通的城市公园系统，不断提
升城市绿化多维立体空间，打造绿水青山秀美人
居城市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暂行办法出台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省自然资源厅、省
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 《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及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对成效突出的乡
（镇）给予专项资金补偿激励，以调动各地保
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进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

省级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从省级
留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中统筹安
排， 依据各市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综合考虑各地遏制耕地“非农化”、管控耕
地“非粮化”和推进耕地保护“田长制”等工作
情况。 省自然资源厅于每年年初对各市上一
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定

后，确定省级补偿激励对象名额分配计划。 拟
受补偿激励的乡（镇）由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和
财政部门组织评价推荐。

补偿激励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支出：
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建设及保护； 为保护耕地
进行的土地平整、新建农田水利设施、机耕道
路等提高灌溉保证率和耕种便利度的配套设
施；补充耕地项目的地力培肥，沟、渠、路等配
套附属设施的管护与修缮； 耕地保护相关的
其他支出。 受省级补偿激励的乡（镇）政府应
将不低于补偿激励专项资金的 50%用于本辖
区内耕地保护成效突出的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开展耕地保护相关工作。

“环企直通车”开进合肥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近日，省生态环境
厅第 6 期“环企直通车”活动在合肥开展。4 家
企业准备了 13 个问题，请省生态环境厅答疑
解惑。

项目存在发酵工艺，是否需要做报告书？
能否从重点排污单位降为一般排污单位？ 企
业填报排污许可是按照实际涉及的污染因子
填报还是所有的污染因子都要选择？ “环企直
通车”现场，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省生态环
境厅和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工作人员一一
细致分析回答，力求通过面对面答疑解惑，解
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实实在在的难题。

今年 5 月起，省生态环境厅创新实施“环
企直通车”行动，通过“面对面”互动，全面助
推环保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协力帮助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 当企业遇到生态环境领域问
题， 如对环保政策不了解或对污染防治技术
不熟悉时，可以申请“环企直通车”，与省生态
环境厅“面对面”。 省生态环境厅为企业提供
环保方面的政策和技术咨询等服务， 帮助企
业提升污染治理和绿色发展能力。

截至目前，省生态环境厅共收到 41 家单
位的申请，已开展 6 期座谈会，接待 37 家企
业，对 52个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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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冬日暖阳
下，合肥市瑶海区二十
埠河中游湿地公园风

景如画。 近年来，当地
以“水安全、水生态、水
景观”三脉并行的设计
理念，打造河道生态漫
滩湿地景观，成为市民
驻足赏景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
清单（第一批）》施行近半年来，34 起轻
微违法违规行为被免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