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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保护促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门
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生态环境厅明确思路和方向。

“十三五”期间，我省生态环境
工作注重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对经
济转型引导 、优化 、倒逼和促进作
用，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
革 ， 一揽子推出环评管理豁免名
录、 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试点、生
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等政策，
大幅简化审批流程 、 压缩审批时
限，提升办理效率。 同时，加强源头
管控 ，把好项目质量关 ，促进重点
行业、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和新旧
动能转换，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去年，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新
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双招双引”工
作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负责。 该厅
迅速转变思路， 把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产业“双招双引”作为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共
进的重要“连接器”，出台《新能源和
节能环保产业 “双招双引” 实施方
案》， 积极利用中国国际环保展、中
国污染防治联展平台，在北京、合肥
举办专场推介会 。 全年会见客商
308 人次，形成项目 444 个，总投资
额 3973.4 亿元， 其中签约项目 199
个，投资额 2386.7 亿元。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工作将
进一步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
格局，有力有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优化生态环境要素配置， 落实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要
求，推动实施一批减排重点工程，全
力拓展存量挖潜空间， 统筹重大项
目要素保障，在确保全省完成“十四

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前提下，
实施指标围着项目走， 突出项目效
益评价， 促进环境要素向 “亩均效
益”更高产业流动。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
“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适
时启动优化调整，实施成效评估。继
续开展重点项目环评审批跟踪调度
机制，主动介入、提前服务。深化“环
境影响区域评估+环境标准”改革，
在精简环评文件、 再造审批流程等
方面优化审批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提高服务效率。严格项目环境准入，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
动相关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开展“环企直通车”、结对帮扶企业
行动，推动“零跑”行动各项举措落
地落实。 持续推进重点行业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选择重点行业、园区
协同开展审核示范试点。

深入开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
业“双招双引”，坚持顶格倾听、顶格
协调、顶格推进，建立完善省市县生
态环境部门领导定期外出招商、项
目定期调度、联系企业制度，合力服
务保障项目招引落地。 充分发挥商
协会的“连接器”作用，利用资源优
势建立产业联盟， 搭建面向国内外
的招引平台。 利用展会平台积极开
展“双招双引”推介活动。 以行业领
军企业、 上市公司总部和优势科研
院所为重点，建立产业“鱼骨图”、招
商“路线图”。创新招商模式，开展嫁
接式招商、 场景招商、 成果转化招
商、资本招商等招商活动。成立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主题基金， 支持
芜湖市等设立的产业基金 。 实施
“151”骨干企业培育行动，推动一批
重点园区产业集聚发展， 培育一批
重点企业做大做强， 推进一批重大
项目尽快落地。

探路创建县级“两山”基地
■ 本报通讯员 王爱华

日前，岳西县经评选、公示，授
牌命名第一批 10 个“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包括温泉
镇龙井村、响肠镇新浒村、菖蒲镇水
畈村、 来榜镇花墩村、 头陀镇梓树
村、 主簿镇余畈村、 毛尖山乡王畈
村、田头乡泥潭村、包家乡石佛村、
大别山彩虹瀑布景区。

首批公布的 “两山 ”基地是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美丽岳西建设
的示范样板，岳西县鼓励乡镇、村、
景区等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探索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
和模式 。 如依托生态优势 ， 盘活
“林”，治活“水”，发展生态农业，形
成 “一茶一棚山水间 ，一村一社春
满园”新浒模式；运用“两山理论+”
的工作模式， 探索绿色发展路径，
谱写 “让家园变花园 、让田园变果
园 、让庄园变乐园 ”的 “世外萄园 ”
三部曲王畈村；茶树长出“金叶子”
的全国十大最美乡村水畈；将大别
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开发
相结合，通过生态补偿和以生物多

样性保护为导向减贫示范 ， 探索
“最美茶园”的石佛村；一桃一叶总
关情，谱写“整组脱贫”佳话的梓树
村 ；不经历风雨也能见彩虹 ，一道
“彩虹” 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
大别山彩虹瀑布景区等。

岳西县出台《岳西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管理规程》，明确总体要求、申报条
件、 评选命名、 建设实施及评估管
理。聚焦保护绿水青山、推动“两山”
转化、 建立长效机制 3 个方面评价
内容，分类制定了针对乡镇、村及景
区的“两山指数”评估指标体系，以
符合申报条件的乡镇、 村或景区等
为基本单元，先行先试，形成一批有
特色、有亮点、有经验的“两山”实践
创新基地。

岳西县生态环境分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从 2021 年起，岳西县每
年开展一次命名表彰 ，对获得 “两
山 ” 基地称号的地区给予政策和
项目倾斜 ；对当年度被评选为 “两
山 ” 基地的单位在生态环境保护
年度考核中给予加分 ， 占生态环
境考核比例为 3%，推动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县区细颗粒物浓度排名公布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分别公布
１ 月份全省县 （市 ）、市辖区细颗粒
物浓度排名。 细颗粒物浓度相同的
以并列计。

县 （市 ）“前十 ”榜 ：祁门县 、黟
县、旌德县、歙县、休宁县、岳西县、
石台县、绩溪县、宁国市、东至县、泾

县、桐城市。
市辖区“前十”榜：黄山市屯溪

区、黄山区、徽州区，马鞍山市博望
区，合肥市庐阳区，滁州市琅琊区，
合肥市蜀山区，铜陵市铜官区，芜湖
市繁昌区，马鞍山市雨山区，芜湖市
湾沚区。 （夏胜为）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工作将进一步
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岳西县近日授牌命名第一批 10 个“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池州九江签订上下游联防联控协议
近日，池州市生态环境局、池州

市水利局与九江市相关部门签订了
《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
联防联控工作协议》，以有效预防和
应对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妥
善处理纠纷、 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
险为目标， 建立突发水污染事件联
防联控机制， 有效保障流域水生态

环境安全。
按照协议要求，两市生态环境、

水利部门将建立并逐步强化日常沟
通联动，定期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形
势， 进一步强化跨省界流域突发水
污染事件的信息研判与预警、 应急
监测、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等工作，
共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夏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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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湿地知多少
湿地意思是潮湿的土壤， 即地表

过湿或经常积水， 生长湿地生物的地
区。 地貌和气候条件决定了地表水的
状况，地势低平，容易汇集地表水和降
水较为丰沛的地区易形成湿地。 湿地
的形成主要受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因素
影响。 安徽省的地理位置在大陆构造
上，处于淮阳古陆与江南古陆之间，大
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南部成陆最早 ，
以这两个地区的古陆为基础， 向周围
不断扩展，经历 10 亿~18 亿年的漫长
时间和多次海陆变迁， 发展成为现在
的地貌景观， 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天
然湿地。 而人工湿地形成的时间较短，
主要是由人为力量形成的。

安徽湿地具有类型众多、形成方式
多样等特点 。 全省湿地总面积约为
104.18 万公顷，包括永久性河流、洪泛

平原湿地、 永久性淡水湖泊、 沼泽湿地
等； 人工湿地面积约为 32.82 万公顷，
包括库塘、塌陷湿地、运河或输水河、水
产养殖场湿地等。此外，安徽还有大面积
的水稻田湿地。 全国七大水系中的长江、
淮河在安徽省内穿境而过，新安江源于皖
南，水量充沛，由此衍生出许多支流和湖
泊湿地。其中，天然湖泊、天然河流伴随着
安徽地质地貌的变迁而形成， 历史悠久；
但有些湿地因黄河南泛、河流改道、人工
蓄水、采煤塌陷而形成，时间较短。

在湿地保护方面 ，20 世纪 80 年
代初， 安徽以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
区为主要就地保护措施， 注重单个保
护地的保护。 自 21 世纪初以来，安徽
以建立湿地公园为主要就地保护措
施， 工程实施也由单个保护地向流域
层面和全省层面推进。

·延伸阅读·

呵
护
美
丽
湿
地
筑
牢

屏
障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
大生态系统，享有“地球之肾”美誉。 近
年来，我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力度，初步
建立起以湿地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
重要湿地为主体，其他自然公园、湿地
保护小区和一般湿地为补充的湿地保
护网络体系。 截至目前，发布省重要湿
地 52 处，一般湿地 517 处；已建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区 23 处、 湿地公园 64 处、
湿地保护小区 540 处，全省湿地保护率
达 51%以上。

湿地生态逐步恢复
水鸟数量翻倍增长

3 月初 ，随着天气转暖 ，东至县升
金湖岸边，白头鹤、白琵鹭、小天鹅等越
冬候鸟在此集结开始北迁，成为升金湖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升金湖有着“中国鹤湖”之称，是重
要的珍稀候鸟越冬地之一 ， 也是安徽
省境内唯一以珍稀越冬水鸟为主要保
护 对 象 的 国 家 湿 地 自然保护区 ，于
2015 年入编《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每
年在此越冬繁殖的鸟类达 170 余种、10
万余只。

为了保护鸟类栖息地，改善升金湖
保护区环境，池州市及东至县、贵池区
政府明确规定， 湖区全面禁止人工养
殖、捕捞，腾出空间，修复生态。目前，升
金湖湖面人工养殖围网、管理用房全部
拆除，各类船只收缴清理、水产养殖全
部关停清理。随着保护区生态修复力度
的加大， 升金湖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湖内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为了解决候
鸟在升金湖的“就餐”问题，保护区还种
植了适宜水鸟取食、 栖息的水生植物，
覆盖面积约 3700 亩。

湿地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与资
源资本，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防洪抗
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发挥着极其独特的生态功能，很多珍稀
水禽的繁殖和迁徙离不开湿地，因此湿
地被称为“鸟类的乐园”。保护湿地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安徽地跨南北、承东启西 ，湿地生
态区位极其重要。 境内河流纵横，湖泊
密布，生境多样。 安徽是全国湿地资源
较丰富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全省湿地
总面积 104.18 万公顷， 占全省国土总
面积的 7.47%，包括河流湿地 、湖泊湿
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四大类。全国七
大水系中的长江、淮河横贯全境，新安
江发源于皖南，巢湖为全国第五大淡

水湖，分布于淮北、淮南、亳州
等地的煤矿塌陷湿地在全

国极为典型独特，安庆
沿江大型湖泊集中

成片 ， 构成了长
江中下游区域
享 有 盛 名 的

华阳河湖群。 从江南到皖北，风光秀美
的安徽湿地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栖息的天堂，为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发挥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

健全保护修复机制
实施“四退”工程

近日，在安庆市林业局联合安庆师
范大学开展的全市越冬水鸟调查中，工
作人员在安庆沿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
区武昌湖湿地一次性监测到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花脸鸭 1 万多只。 经专家确
认，这么大的花脸鸭种群在安庆市属首
次发现，也是该物种在武昌湖湿地首次
“现身”。

武昌湖湿地是安庆市望江县境内
最大的天然湖泊， 总面积 11431 公顷，
是安庆沿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 2017 年以来，该市通过实
施林长制改革，持续加强湿地保护与修
复，开展野生动植物调查监测，推进生
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争取中央和省财政
资金 3500 万元，开展湿地植被修复 15
处，面积 5000 余亩；建立 3 处野生动物
救护救助站， 救护救助野生动物 1715
只；常年聘请 3 至 4 名巡护员开展重点
湖泊鸟类监测与巡护工作。 目前，安庆
沿江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功
能完备，已成为众多珍稀濒危候鸟越冬
的理想栖息地。在武昌湖湿地监测到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 27 只， 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小天鹅 850 只，越冬水鸟总数
量超 3 万只。

据望江县林业局党组成员程运斌
介绍， 为加强湿地保护， 落实生态管
控职责 ，2020 年 1 月 ， 县政府设立了
武昌湖湿地保护中心， 负责武昌湖湿
地日常管理工作 。 2021 年 9 月 ，县政
府设立了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望
江县管理站， 承担县域内江豚保护区
的相关职责。 该县对湿地、 湖面生态
管控形成常态化、 制度化管理， 并将
湿地保护纳入林长制 、河 （湖 ）长制内
容 ， 专职履行湿地保护管理职能 ，并
整合环保、 水利、 水产等部门水资源
管理 、水污染防治 、水生态修复职能 ，
充分发挥湿地周边乡镇 、 村的作用 ，
进一步理顺机制、 形成合力， 湿地保
护体系初步形成。

湿地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为健全
湿地保护修复机制，我省先后颁布《安
徽省湿地保护条例》《安徽省级湿地自
然公园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其中，去
年颁布的《安徽省级湿地自然公园管理
办法》 为全国第一个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将湿地保护修复体制机制创新纳入
林长制改革示范先行区建设内容。继续
实施“退田还湖、退耕还湿、退居还湿、
退建还湿”四退工程，扩大湿地面积，增
强湿地调蓄能力，逐步恢复湿地生态功

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次
针对湿地保护进行的专门立法，标志着
中国湿地保护由此开启历史新纪元，进
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 至此， 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和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都
出台了专门的法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加强保护湿地宣传
形成保护合力

每年的 2 月 2 日为“世界湿地日”，
今年第 26 个“世界湿地日”主题为“珍
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进一步
加强保护湿地宣传，深入宣传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全省各地
开展形式多样的“世界湿地日”宣传活
动，呼吁全社会保护湿地，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芜湖市湾沚区林业局联合花桥镇
人民政府在东草湖省级湿地公园开展
主题宣传活动；安庆菜子湖国家湿地公
园保护中心会同宜秀区罗岭镇城管中
队在罗岭社区农贸市场开展“世界湿地
日”活动；肥东长临河镇联合十八联圩
生态湿地管理公园和参建单位、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等人员在十八联圩生
态湿地现场开展了 2022 年 “世界湿地
日”宣传活动；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联
合相关单位开展观鸟活动；马鞍山市在
石臼湖开展观鸟活动等。

“我们通过展板图片、室外显示屏、
条幅、广播、设置宣传咨询台等形式广
泛宣传湿地的重要性，号召公众爱护湿
地、保护湿地，并积极参与共建共享。 ”
亳州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活
动期间工作人员共发放宣传单 2000 余
份、宣传袋 700 余个，现场解答公众咨
询的问题 100 余个，并基于广播、宣教
等形式开展了多场（次）宣传。 今年，亳
州市将不断健全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
加大普法、执法力度，保护好湿地资源。
同时，高质量完成蒙城北淝河国家湿地
公园和利辛阚泽省级湿地公园验收工
作，推进涡阳包河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建成 6 至 8 个湿地保护小区，切实
为公众提供更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优质
的生态服务。

省林业局湿地管理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我省持续开展“世界湿地日”“安
徽湿地日”“爱鸟周” 等系列宣传活动，
增强公众湿地保护意识；编写出版《安
徽湿地保护修复实践与探索》《湿地文
学》《安徽省湿地保护条例释义》， 制作
《湿地公益广告》《湿地生态巡护员》等
系列宣传片，进一步凝聚志愿者、社会
公益组织、协会学会、科研院所和相关
行业团体等社会各界力量，为湿地保护
修复献策献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湿地、
走进湿地、保护湿地。

3 月 2 日，安庆市望江县武昌湖下湖水域，天鹅、东方白鹳、白琵鹭
等越冬候鸟集结北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随着气温回暖，武昌湖
水位逐渐上涨，越冬候鸟开始聚集，并顺着气流向北迁徙，返回北方繁殖
地繁衍生息。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许京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