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改革谋新篇
2021 年 3 月 25 日，省委、省政府

举行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暨长江、
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
全面启动仪式， 时任省委书记李锦斌
宣布启动，省长王清宪出席并讲话。

8 月 20 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一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召开深
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省委副书记程丽华出席会议并强调，
扎实推进新一轮林长制改革，深入实
施平安森林、健康森林、碳汇森林、金
银森林、活力森林“五大森林行动”。

全省各地全面启动实施，不断促进
林业高质量发展，释放生态红利，为深
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开好头、起好步。

六安市金寨县大湾村深入挖掘
“金银森林”活力，转变以砍伐树木、采
挖野生植物售卖为主的“靠山吃山”模
式， 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通过大力发
展茶叶、毛竹等产业，结合大湾十里漂
流、 十二檀古树群等优势林业生态资

源， 发展乡村旅游，2020 年大湾村带
动贫困人口 150 人就业， 人均年增收
6000 元。 村民杨习伦说，“过去我住在
半山腰，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依靠砍树卖材挣点微薄收入。 如今当
上了生态护林员，开了农家乐，还种植
了天麻、重楼等中药材，一年收入能有
七八万元。 ”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持续推进
“健康森林”行动，林业部门把植树造
林与创建美丽乡村、森林村庄、旅游建
设等结合起来， 实施现代林业示范区
引领建设、特色经济林建设、生态长廊
提质增效建设、 村庄绿化建设四大工
程。全村森林覆盖率由 2016 年的不到
10%提升到现在的 35.6%，先后荣获国
家森林乡村、省级森林村庄称号。南谯
区创新流转“活力森林”，出台《南谯区
森林资源流转办法》， 流转盘活林地
40 万亩，入驻企业大户 23 个，建成苗
木产业基地 8 万亩、 麻栎炭用林基地

22 万亩、经济林基地 5 万亩。
宣城市宣州区设立生态检察官工

作室， 加强对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履
职情况法律监督， 健全森林防灭火一
体化管理体系， 推进 “防火码 2.0”应
用，精准护航“平安森林”。开展林业碳
汇调查摸底，组织企业开展“碳中和”
林建设试点，全力打造“碳汇森林”。

我省不断完善护绿、增绿、管绿、
用绿、活绿“五绿”协同推进机制，在深
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中实施 “五大森
林行动”，力争到 2025 年，林业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和林业碳汇能力进一步增
强，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2%，森
林覆盖率超过 31%， 森林蓄积量达到
2.9 亿立方米， 湿地保护率超过 53%，
林业总产值超过 7000 亿元。

“安徽省将持续打造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 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试验区、 长江三角洲
区域生态屏障建设先导区， 不断推出
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把林
长制改革打造成安徽的改革名片、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品牌。 ”牛向阳说。

（章崇志 陈瑶）

“用绿”“活绿”齐并进
多效“用绿”，2020 年全省林业总

产值达 4705 亿元， 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 全省林业系统招商引资协议总额
346.5 亿元，同比增长 43.4%。

深化“活绿”，国有林场改革通过
国家验收并评定为“优”，全省集体林
权流转面积和林权抵押贷款总额，均
居全国前列。

在凤阳县小岗村省级现代林业示
范区，大片桃园望不到边际，国燕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国燕正把打
包好的黄桃搬上车。

“林长制对我们帮助很大。”李国燕
说，凤阳县政府出台了“6644”奖补政策，
即每亩地补贴 2000 元，分 4 年发放，第
一、二年600 元，第三、四年 400 元。

以产业化 “用绿 ”，以市场化 “活
绿”，凤阳县先后举办了小岗村“岗上
花开”万人赏花游、“十里桃花总铺行，
五色林果促振兴”“东陵赏桃花， 旅游
促振兴”等桃花旅游节活动。目前全县
拥有林业专业合作社 108 家、 家庭林
场 64 家、林业大户 545 个，发展林下
经济 21.2 万亩。

除了凤阳县， 南谯区也坚持市场
主体带动“用绿”“活绿”，坚持“向林地
要产出、向空间要效益”。

“我家 100 亩林地都种上了麻栎，
由合作社收购， 过去收入只有四五万
元，现在有 10 万元左右了。 ”昌春木炭
专业合作社木炭切炭加工工人张正峰
笑着说。

作为国家级重点林业企业， 昌春
木炭专业合作社经营麻栎人工林 30
万亩，兴建木炭加工厂，年产菊花炭、

黑炭 5 万吨， 成为国内木炭产业的领
军企业。 “我们通过山上建基地、山下
搞加工的模式，收购林农产品，实现了
工厂化生产，有效促进林农增收。 ”合
作社理事长杜昌春说。

在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中，安
徽省实施林业产业提升行动，引导建设
省级特色林业高质量发展园区， 加快形
成皖北木质产品综合利用、 皖东特色经
济林、皖中苗木花卉、皖西油茶、皖南生
态旅游等林业产业集群。 大力发展森林
康养、林下经济等新业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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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推进压责任
在新一轮林长制改革大

潮中，省委、省政府站位更高、
举措更实，扎实推进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

省委书记郑栅洁在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统
筹推进林长制，全面建设全国
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实施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修复工
程 ，推进长江 、淮河 、江淮运
河、 新安江生态廊道和皖南、
皖西生态屏障建设，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

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
工作成为省级重要工作议题。
省委常委会会议、省级林长第
五次会议，专题研究和决策部
署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工
作。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廊
道建设、林长制立法和深化新
一轮林长制改革实施意见。

在各级林长的高位推动
下，林长制改革成效显著。

在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
孙岗村罗洼千亩栗茶混交林
基地，沿着宽阔的水泥路盘山
而上，行至高处俯瞰，千亩栗
茶混交林映入眼帘。

“过去这里道路泥泞，交
通闭塞， 严重影响林区发展。
多亏了林长制，这条路不仅修
了起来，还形成了一条生态长
廊。 ”南谯区林业局总工程师
王新洋介绍， 林长制实施以
来， 这里打造了一条 20 多公
里长的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
道， 解决了林产品运不出去，
山区林农出行难、发展慢的问
题。

因林长制改革而兴的还
有滁州市凤阳县凤凰山公园。

凤阳县石英岩矿产资源丰富，
多年前由于粗放式开采，造成
很多山体千疮百孔，凤凰山就
是其中的废弃采坑。

为加强矿山治理，凤阳县
成立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领
导小组，县、镇、村三级林长和
林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
人通过义务植树、 林长调研、
责任区巡查、林长联席会议等
形式积极履职，逐步把凤凰山
建设成了集生态旅游、踏青休
憩、体育运动等于一体的城市
后花园。

安徽省深化新一轮林长
制改革实施意见明确，实施林
长制要坚持党委领导，健全完
善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
的责任体系，明确党政领导干
部保护发展森林、湿地、草原
等资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
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
治理、 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
各级林长按照《安徽省林长制
条例》规定的职责，加强领导，
认真履职， 强化工作措施，统
筹各方力量， 形成一级抓一
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推动林长制各项改革任务落
实到位。

“林长制改革压实了各级
林长的职责，解决了一些积年
难题，调动了各方面力量聚力
林业发展。 ”安徽省林业局局
长牛向阳说，2020 年以来，安
徽省各级林长聚力林业发展
难题，市县级总林长签发总林
长令 161 份，林长办发放林长
重点工作提示单、交办单和督
办单等 17891 份。省市县林长
制监督电话共受理举报事项
1649 件、办结率 99%。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
徽时强调“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
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对落
实林长制作出重要指示。

一年来，安徽省林长制改革坚持“五
绿”并进，不断在“林”字上精准发力，在
“长”字上履职尽责，在“制”字上探索创
新， 形成了一套富有安徽特色的改革推
进和保障体系。

2021 年 5 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安徽省林长制条例》，这是全国
首部省级林长制法规；7 月 21 日， 安徽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新一轮林长
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作为全国首个林
长制改革示范区， 安徽一直在探索林长
制改革的创新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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