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力“双招双引”
点燃“绿色引擎”

盛夏时节，在郎溪县美迪花世界苗
木花卉基地内， 各色时令花卉竞相开
放。美迪花世界是集现代林业、科研、休
闲度假等为一体的苗木花卉基地，是郎
溪县运用市场化方式成功引进的林业
创新项目，总投资额 1.64亿元。

“旅游观光每年接待 10 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 600 万元。 基地采用 ‘公
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模式，
目前已与 1 家公司、4 家合作社、30 余
个家庭农场、200 余户农户 ，以 ‘公司
提供技术种苗+保底价回收’ 的方式
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为促进林业三
产融合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徽美
迪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
道，促进要素聚集，加快推进林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7 月 13 日， 全省市场化
推进林业项目推介会在宣城市郎溪县
召开。 会上，现场推介项目 5 个、拟投
资额 182 亿元，签约项目 8 个、总签约
金额约 154 亿元。

据悉 ，2021 年全省林业产值达
5092 亿元，目前已初步构建形成 “四
群一带”林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四群”
即皖北木材综合利用和特色经济林，
皖东商品用材林培育和木本油料，皖
西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 木本油料和
特色经济林， 皖南生态旅游与森林康
养、 竹产业和特色经济林产业集群；
“一带” 即皖中苗木花卉沿江产业带。
“十四五”期间，我省正在按照市场化
方向，以林长制改革为牵引，以“金银
森林”行动为支撑，着力打造全省木竹
加工、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 3 个千亿
元产业， 木本油料和苗木花卉 ２ 个超
500 亿元产业， 全面加快生态产业化
发展步伐。

近年来， 我省林业部门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双招双引” 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已签约林
业项目 158 个，总投资额 317 亿元，已
开工项目 142 个，占比 90%；其中绿色
食品产业签约 48 个，占比30.4%。

拓宽投融资渠道 带动产业发展

走进滁州市皇甫山国有林场国
家储备林基地， 一排排薄壳山核桃、
元宝枫笔直挺立， 林下套栽了红梅、
海棠、紫薇等苗木。

滁州市探索 “市场+资本+平台”
现代化经营模式，加快推进国家储备
林建设和林业高质量发展。 注资 20
亿元成立滁州市润森林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将市属国有林场 47 万亩
林权和其他经营性资产变更登记或
划转到投融资平台， 通过评估将资
源、资产变为资本；以“信用担保+林
权抵押增信贷款”模式，皇甫山国有
林场 7.3 万亩国储林项目获工商银
行安徽省分行授信 7.04 亿元。

“利用好林业资源，引进资本力
量发展国家储备林， 对提升森林质
量，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滁州市国有林发展中心主任汪
海洋说。 据介绍，滁州拥有全省最大
的国有林场群 ， 总面积达 134.4 万
亩，在储备林建设上拥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为加快储备林建设，滁州市编
制了《安徽省滁州市国家储备林建设
项目总体规划》， 规划明确项目实施
面积为 53.75 万亩， 总投资 50.48 亿
元，拟融资 40.4 亿元。

“利用金融机构贷款建设国家储
备林破解了长期困扰林业的融资难、
融资贵以及营造林投入标准过低等
难题，成为全省林业改革创新的新突
破和新亮点。 ”汪海洋说。

为推动国有林场健康发展，滁州
市成立林投公司，融合市属 5 个国有
林场商品林资源及其他资产，建立统
一、高效、规范的林业发展投融资平
台。 林投公司下属 5 家营林公司，参
与市场化竞争，所得利润则反哺到国
有林场生态建设。 “我们通过盘活林
业资源，做大做强融资平台，把金融
活水引进来，助力林业发展。 ”滁州市
林业局负责人介绍。

在推荐会上，滁州市“储备林＋”
林业综合开发项目签约 ， 拟投资

100 亿元 ， 实现以国家储备林为基
础的三产融合发展。 项目建设期规
划到 2030 年 ，运营期到 2050 年后 ，
滁州市市属 5 个国有林场国储林项
目总产值超 150 亿元 ，利润约 30 亿
元，税收约 3 亿元；林木蓄积净增加
315.52 万立方米， 达到 470.92 万立
方米 ；木材产量达到 243.06 万立方
米 ， 珍贵树种木材储备可以达到
315.79 万立方米。

目前，我省已有 5 个国家储备林
项目落地，规划建设面积 51.23 万亩，
获银行授信贷款 48.44 亿元。 各地将
储备林项目建设与区域经济、主导产
业及国有林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
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前提下，鼓励发展
多种合作经营， 积极发掘生态旅游、
林下经济、碳汇储备等立体化空间利
用新业态，主动吸引市场主体，高效
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更多优质项
目，牵引带动林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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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家股改挂牌企业登陆“新四板”
本报讯（记者 汤超）7 月 26 日，省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在合肥市举行 2022 年股改挂
牌企业集中挂牌仪式，72 家股份改制挂牌
企业登陆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俗称“新
四板”）。

据介绍 ，上半年 ，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新增挂牌企业 471 家 ，其中股份改制挂牌
企业 72 家 ， 截至 6 月底 ， 累计挂牌企业
8770 家 ， 帮助 736 家企业完成股份制改
造 、22 家企业转新三板挂牌或主板上市 ，

挂牌企业融资覆盖率达 48.22%。 省股交
中心董事长孙方刚表示 ，将大力开展区域
性股权市场“苗圃培育”行动，完善区域性
股权市场服务功能，发挥好多层次资本市
场塔基作用 ，利用区块链和 “上市帮 ”App
等大数据及信息平台，更加高效 、精准 、便
利地为企业提供挂牌上市相关的诊断 、培
育 、对接服务 ，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股权
文化和规范运作意识，为我省上市后备梯
队建设夯实“地基”。

水电气行业收费实行清单制管理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水电气行业中，

哪些费用能收、怎么收，必须在清单上明确
“晒”出来，严禁乱收费。 近日，省发展改革
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
印发通知，对全省供电供水供气行业收费项
目实行清单制管理。

据悉，各市、县发展改革部门要通过政
府门户网站、政务或便民服务窗口等，将政
府定价管理的供电供水供气收费项目以目
录或清单形式向全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包
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服务内

容、业务范围、减免规定、执行期限、服务电
话以及监督电话等。 同时，供电供水供气企
业要通过企业各类服务平台， 或在营业场
所、服务窗口、居民小区等醒目位置，以显著
方式对所有收费项目明码标价，明确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主动对外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通知，供电供水供气企
业在为用户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得收取未公
示的费用，严禁以强制服务、捆绑销售等形
式收取不合理费用，一经查实，由相关主管
部门依法查处。

网络安全等级测评集中采购完成
本报讯（记者 朱卓）记者近日从省财政

厅获悉，省级预算单位 328 个信息系统网络
安全等级测评集中采购顺利完成，项目预算
资金 2238.6 万元，中标价 1456.8 万元，节约
资金 781.8 万元，资金节约率达 34.9%。

今年以来， 省财政厅会同省数据资源
局、省公安厅，以信息化集约节约建设为着
力点，推进省级网络安全等级测评集中统一
采购。针对省级等保测评服务存在的采购市
场价格固化、测评质量参差不齐、资金绩效

难以提升等问题， 省财政厅等部门调研 60
余家省直单位， 摸清拟测评的信息系统情
况。 同时，围绕统筹财政资金、优化资源配
置，我省出台的《省级预算单位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测评服务集中统一采购工作实施方
案（试行）》明确，要按照“统采分签统付”方
式，面向全国公开招标，保证测评工作客观
公正。 对省市共建、单位资金项目等无法统
采的单位，允许备案后按不高于中标价自行
实施。

优化金融服务，为“粮农”护航

■ 本报记者 何珂

“拟收购的小麦也可以做抵押呢。 今年
我们为收购小麦借的 80 万元，就是用的这
种方式。 ”利辛县万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
责人马魁回忆道，“5 月底的时候，新粮虽未
上市，但小麦丰收在即，资金实在是存在缺
口。 好在亳州药都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小
麦抵押贷’，6 月初， 贷款资金就到账了，一
点没耽误收购。 ”

这样的创新在安徽并不少见 。 近日 ，
记者从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 ，今年
以来， 我省银行机构通过优化信贷政策 、
制定绩效考核、 创新信贷产品等方式 ，扩
大金融服务范围，为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产
销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其中，全省农村
商业银行系统通过“金农企 e 贷”“金农信
e 链 ”等产品 ，支持从事粮食种植 、生产加
工 、经营流通的企业和农户 ，为供应链核
心企业的上下游提供应收账款 、 应付账
款 、 预付账款和存货质押等线上贸易融
资。 截至 6 月末，全省农商银行累计支持
粮食加工 、收储客户 3.74 万户 ，贷款余额
146.95 亿元。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创新推出 ‘助
粮贷 ’‘种业贷 ’‘农田贷 ’‘示范徽农助力
贷 ’等系列产品 ，解决粮食企业和经营主
体的资金问题；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建立
农业白名单制度并按季动态管理 ，配套差
别化支持政策，农业白名单执行客户如符

合条件可以及时申贷 ，获批后将享受贷款
价格优惠且流动资金贷款最长可达 5 年
期。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农发行安徽省分行结合各地实际制
定新客户准入标准 ，便捷客户准入 ，并优
化市场化业务办贷流程 ，提高市场化业务
资金支付效率，在合规情况下实行限时支
付，确保夏粮收购旺季前民营企业收购贷
款提前审批到位 。 截至 6 月底 ，该行支持
粮食类贷款余额 732.06 亿元。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资金需求量大、 缺少抵押物等实际情
况，在传统“家庭农场贷款”“商贷通”“农贷
通”等信贷产品的基础上，又推出“劝耕贷”
“粮食收购流水贷”等产品，配套“邮担云通”
业务处理平台，使农户贷款办理流程更加优
化，且将贷款额度提高至 300 万元。同时，对
夏粮收购项目推进情况按天统计通报，及时
总结先进市分行夏粮收购批量获客做法，做
好粮库客户批量开发。

此外，在支持种业振兴方面，工商银行
安徽省分行围绕“产业链、交易链 、智慧农
业” 三大场景创新推出个性化场景融资产
品，制定具有县域特色的个性化产品创新融
资方案，支持省内种业企业共 14 户、贷款余
额 4.75 亿元； 徽商银行支持种业龙头企业
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为丰乐种业、荃
银高科、 皖垦种业等重点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截至 6 月末，已对省内 24 户种业龙头企
业提供授信支持 43.42 亿元。

皖企首登瑞交所
本报讯（记者 汪国梁）7 月 28 日 21 时

（瑞士时间 7 月 28 日 15 时），国轩高科全球
存托凭证（GDR）在瑞士证券交易所成功上
市， 成为中瑞证券市场互联互通首批 GDR
上市企业。

这是首个登陆瑞交所的安徽企业。从产
品和技术走向海外， 到运用海外资本市场，
皖企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深交所信息
显示， 国轩高科是首批瑞士 GDR 发行项目

中发行规模最大且折扣最小的项目。国轩高
科 GDR 发行份额约 2283.34 万份， 占 GDR
发行后总股本的 6.4%；发行价格为 30.00 美
元，募集资金约 6.85 亿美元。国轩高科 GDR
上市后市场表现平稳，首日收盘价与发行价
持平。 国轩高科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将持
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产能，加大研发投入以
确保在电池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为社会作
出更多贡献。

合肥地铁 6号线 1期盾构始发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7 月 29 日上午，

随着红色刀盘缓缓转动， 直径 6.44 米的盾
构机启动，标志着由中铁十二局承建的合肥
轨道 6 号线 1 标全面进入盾构施工阶段，全
线施工取得突破性进展。

合肥轨道 6 号线 1 标蜀山南站至丰乐
河路站区间隧道位于合肥高新区，沿望江西

路、玉兰大道、习友路敷设，区间右线全长
3058 米。 建设者们克服炎热酷暑，科学安排
施工工序，全力保障物资供应，高质量完成
盾构始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施工
进度。 合肥轨道交通 6 号线西起小庙站，东
至瑶岗路站，线路全长 35.2 千米，全线设站
22 座，新建 17 座。

金融活水“浇”出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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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产效率高

日前，位于阜阳市界首高
新区田营科技园的天能电池

集团（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机械手等智能机器人有
序地把电池搬运到指定位置，
翻转电池、加螺母、自动铸焊
等工序一气呵成。 近年来，该
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升级，投资
近 10亿元启动电池组装机器
人智能化改造项目，实现了连
铸连轧极板智能化生产和机

械手自动铸焊电池组装工艺

的产业化运用。
特约摄影 王彪 本报通

讯员 杜学勇 摄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 本报记者 汤超

唤醒“沉睡资产” 激发更多活力

“通过林地经营权证贷款 40 万
元，我打算利用这笔资金扩大重楼和
白芨的种植规模。 ”安徽纳绰中药材
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祁明礼说。旌德
县率先在全省试点发放林地经营权
证，共发放林地经营权证 52 本，经营
面积 1.26 万亩，并积极与金融部门协
调沟通，利用林地经营权证办理抵押
贷款，盘活了“沉睡资产”。

宣城市是我省重点林区之一 ，
也是全省唯一的全国林业改革发展
综合试点市。 该市成立 7 个林权收
储担保中心， 全面开展林权抵押贷
款业务，盘活林场资源，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市县两级每年安
排 2000 万元资金，扶持林业经营主
体发展 。 2021 年 ，全市新发放林权
抵押贷款 271 笔共 4.7 亿元 ， 实现
林业总产值 733 亿元。

为助推林业发展， 我省积极加

大政策资金引导力度 。 截至今年 6
月初， 已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林业
转移支付资金 15.63 亿元 ， 其中惠
农补贴资金 5.83 亿元 ；安排省级现
代林业示范区建设补助资金 1100
万元，支持发展林下经济、特色经济
林等林业特色产业； 下达中央财政
资金约 4000 万元用于油茶产业发
展； 落实符合贴息政策的林业贷款
23.66 亿元、贴息 2800 多万元 ；联合
省农担公司累计落实“五绿兴林·劝
耕贷”1609 笔、14.96 亿元。

农发行安徽省分行负责人表
示， 将积极探索政策性金融支持林
业资源开发与保护、 支持林长制改
革。 该行林业类贷款主要用于国家
储备林建设、防护林体系建设、林业
生产基地建设、退耕还林、森林质量
提升等各类造林绿化以及天然林资
源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

区建设等林业生态工程， 已累计支
持林业贷款 71.6 亿元， 投放信贷资
金 32.8 亿元。

省林业局副局长周乐表示 ，将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
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贯通的林业投
资调度平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商
协会作用，促进要素聚集，推深做实
林业 “双招双引 ”工作 ，进一步拓宽
社会资本投资渠道， 加快推进林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