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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断改革创新政策机制为带动，着力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全国首创环境监
督长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制
度，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快形成环境
监督“一张网”，全省 16 市均稳步开展试点，
淮北、亳州、铜陵、池州 4 个试点市全域推
进，其他市共选择 39 个县（市、区）开展试
点。着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启动实
施“环企直通车”行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

“环境影响区域评估+环境标准”改革，在自
由贸易试验区先行探索环评审批与排污许
可“两证合一”等，制订并实施生态环境轻微
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开展非现场执法监
督检查 7089 家（次）。率先开展污染源自动
监测设备量值溯源。积极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的实施意见》，出台《安徽省省直有关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创新实行省级领导
包保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责任制。办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128 起，赔偿金 1.3
亿元。核发排污许可证 11960 张，提前完成
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任务。新安江流域

（黄山）排污权交易有序推进。升级改造“数
字江淮—智慧环保”综合性信息化平台，推
动环境监管数字化转型。

以发展壮大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为
引擎，努力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区。构建“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发布长江
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安徽省“三线一单”，划
定 1002 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建立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完成规划环评满 5 年的省
级以上产业园区跟踪评价工作。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坚决贯彻落实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关
于加强“两高”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实
施意见。持续推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双
招双引”。研究制订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扶
持政策，编制《安徽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23年）》。积极推动组建安
徽环保产业集团，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与国
开行安徽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举办

“双招双引”专题推介活动。
以夯实党的群众基础为支撑，全力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扎实做好涉疫
环境监管工作；妥善处置群众环境信访问
题，2020 年省生态环境厅信访工作责任目
标考核位列省直单位第一名；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

王成贵 张平焱潘骞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以巢湖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按照“治湖先治
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的思路，完善
体制机制，强化水质目标管理，严格环境监
管执法，整改突出环境问题，巢湖综合治理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合肥市围绕巢湖治理和水污染防治等
重点领域制定完善政策，制定并修订了《合
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印发《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合肥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等多项文件，全市水污染防治制度框架
体系逐步完善。

同时，加强河湖水环境治理，督促县区
制定实施辖区内良好水体保护方案。就白
石天河、兆河等河流水质波动问题，通过发
函、约谈、赴现场指导整治等措施加大良好
水体保护力度。组织开展河流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全面推进问题排查与整治。强化
入河排污口监管，削减入河污染负荷。

为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合肥投入1852万
元用于环境执法软硬件能力提升和第三方辅
助执法。目前，全市环境移动执法系统建设
已完成，环境监管网格化建设体系初步形成。

合肥市先后印发了《合肥市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监测数据质量工

作实施方案》《合肥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
施方案》等文件，基本搭建成全市环境监测
管理和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2021 年，
合 肥 共 设 置 地 表 水 考 核 和 控 制 断 面 135
个，实现巢湖入湖河流水质监测全覆盖。

以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为目标，
合肥市组织开展了环湖 42 个乡镇政府驻
地污水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专项整治。目前全市已建成 65
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 460 个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做到了乡镇政府驻地和美丽乡村
中心村污水治理设施全覆盖。

今年，合肥还印发了《巢湖蓝藻应急防
控打捞工作方案》，建立蓝藻防控三级网格
化体系，优化预警等级。全面提升防控能
力，目前环湖已建成 4 座藻水分离站、41 座
打捞平台、3 座深井处理装置，配备打捞船
只 90余艘，建成阻藻围隔（围堰）38.9 KM。

今年 1 月-7 月，出入湖主要河流国控
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巢湖东半湖、西半湖、
全湖水质均值均为Ⅳ类，达到国家初定考
核标准。巢湖湿地资源记录的植物数量由
2013 年的 211 种上升至 2020 年的 275 种。
随着巢湖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越来越
多珍稀鸟类选择在巢湖越冬、栖息。2018
年-2020 年 ，连续三年，素有“国宝”之称
的东方白鹳现身巢湖半岛湿地。 李孝林

本报讯 一年来，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
园已成为“网红打卡地”，不远处的雨山区
九华村和陈家村也“旧貌”换了“新颜”，俨
然一幅“小桥流水桃源家，粉墙黛瓦马头
墙”的景象。

今年 66 岁的昌光荣是九华村一片村
民组组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过去的九
华村，麻雀飞出来都是黑的。现在你们看，
不仅河道清理疏通了，河道两边还铺上了
草坪，新建了步道，成了村里的新景点。”

薛家洼地区是长江主航道由江心洲西
岸转向小黄洲东岸的转折点，以前的薛家
洼地区生态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为改善地
区生态环境，马鞍山市一方面集中开展整
治，拆除全部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固
废堆场、畜禽养殖场、危旧民居，完成 5600
余 艘 渔 船 的 拆 解 和 2984 户 渔 户 的 退 转
产。另一方面推进生态修复，实施岸线复
绿增绿、滩涂湿地涵养保护等工程。此外，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薛家洼生态游园，配套
观江平台、沿江游道等设施。

今年 3 月，马鞍山市在全域范围内开
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通过这一系列的集
中整治和生态修复，不仅鱼和鸟回来了，就
连数十年不见的江豚也重现身影。

2020 年，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交
办马鞍山市的 1306 件信访件、171 条意见、

“2+6+N”共计 61 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马鞍山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已连续 3
年位列全省第一。截至目前，2020 年省专

项督察交办的 162 件信访件已上报完成整
改 160 件，完成率 99%；今年 4 月开展的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的 184 件信访
件，已上报完成整改 156件，完成率 84%。

今年 2 月，马鞍山市建成首座挥发性
有机物 VOCs 自动监测站，填补了全市环
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的空白。

“马鞍山持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在全
省率先推动长江干流与支流入河排污口排
查。”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伟
介绍，截至目前，已完成 4823 个长江干支
流入河排污口、1244 公里的工业园区雨污
水管网排查工作，完成了 11 个入河排污口
微型水站建设并投入运行。

今年，马鞍山市全面推行“环保管家”
服务，在生态环境领域构建合作共赢的新
型现代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工业园区和
企业环境管理。按照计划，2021 年将实现
市级和县区（园区）全覆盖，2022 年实现全
市乡镇（街道）、工业集中区和重点企业（行
业）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3 个县区

（园区）签订“环保管家”合同。
2020 年，马鞍山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 88.3％，同比上升 17.6 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好水
平。全市 5 个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地表
水Ⅲ类及以上标准，达标率为 100%；城市
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
保持在 100%。35 条黑臭水体全部消除黑
臭，获批国家首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
市和全省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创建示范市。

徐丹丹 任德玲

本报讯 一年来，安徽省阜阳市生态环
境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
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阜阳市按照“精细化、差异化、网格化、
常态化”原则，持之以恒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阜阳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44.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5%；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6.9%，同 比 增 加
1.8%。扎实推进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全市
146 个乡镇政府驻地和 198 个省级美丽乡
村中心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全部
建成。10 个省级工业集聚区全部实现污
水集中处理并稳定达标排放。2020 年，全
市列入国家考核的 5 个断面及纳入省生态
补偿的 6 个断面水质均值全部达标，达标
率和优良率均为 100%；因地表水质改善明
显，获安徽省地表水生态补偿资金 1975 万
元。截至目前，全市 13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
水质整体保持稳定，10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标。全市土壤环境
状况总体稳定。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阜阳市生态环境
局组织开展了“环企直通车”行动，对全市
102 家企业进行指导帮扶，帮助企业解决
难题。全面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将 34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行网上办理，达到

“一网、一门、一次”的改革要求。 积极支
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与阜阳市工商业
联合会召开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座
谈会，签订了《关于共同推动民营企业绿色
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合作协议》，推动
全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严格
执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强化司法联动，阜
阳市不断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打
击力度。2020 年，全市行政处罚环境违法
案件 115 件，罚款 586 万元。2021 年 1 月-7
月，全市行政处罚环境违法案件 78 件，罚
款金额 754万元。 史春

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
今年 1月-7月，出入湖主要河流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标

阜阳全力攻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2020 年获地表水生态补偿资金 1975 万元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抓实督察问题整改

马鞍山以高标准治理推进高质量发展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升级“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

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编者按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考察，发表了重要

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

好安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科学的

方法路径。

一年来，安徽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大力实施新一轮“三大一强”专项

攻坚行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持续改善。

一年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坚持把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抓好“大学习”，做到融会贯通。通过专题研讨深入
学。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在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组织多次集中学习、交流
研讨，并在全系统举办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深入研讨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贯彻要求。联系工作实际持久学。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与党史学习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度融合，按期召开厅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学金句、谈体会、
谋发展、践行动。开展专题辅导系统学。厅党组主要负责
人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方面，为全系统党员干部作
专题学习辅导，积极推动“大学习”入脑入心、学深悟透、融
会贯通、学以致用。

抓细“大宣传”，做到深入人心。深化宣传报道。厅网
站和“双微”开设“学习贯彻”专栏，持续营造浓厚舆论氛
围。组织媒体记者进行伴随式采访，充分宣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
深入开展宣讲。厅党组主要负责人多次在主流媒体发表署
名文章，先后在省委党校、省直机关“厅局长学习会客厅”作
专题报告，赴亳州、池州等市宣讲，厅领导班子成员结合专
题调研开展宣讲。联合省直机关工委开展“送理论宣讲进
机关下基层”活动。开展主题征文。联合省委宣传部、安徽
日报社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安徽实践”主题征文活
动，挖掘典型经验与实践案例。编印《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资料汇编》印发全系统，大力营造“学讲话、践初
心”的浓厚氛围。

抓实“大贯彻”，做到落地见效。细化贯彻措施。厅党
组及时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
在合肥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的安排方案》，细化 12 条具体贯彻措施。明确重点任
务。及时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决定举
措，对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的 15 项重点任务及省政府 26 项细
化举措落实分工，纳入 2021 年重点任务清单调度推进。推
动落地见效。聚焦强化“两个坚持”实现“两个更大”目标要
求，持续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
目标顺利实现，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首超九成。2020 年省
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生态环境厅首次进入前 10 序列，省
委综合考核厅领导班子获优秀等次。

以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坚持“一季一策”精准治污，秋
冬季以 PM2.5 污染防治为重点，夏季以臭氧污染防治为重
点，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对全省涉 VOCs排放企
业开展全面整治。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水
泥行业企业全部达到地方排放标准。全面启动钢铁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今年 1 月-7 月，全省 PM2.5平均浓度为 38.8 微
克/立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 6.6%。打好碧水保卫战。通
过预警通报、调研帮扶、环评限批等举措，强化国考断面水
质目标管理。加强汛期水环境质量管理，推动流域上下游
开展联防联控。统筹推进长江、淮河、巢湖、新安江等重点
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监督推进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加强巢湖蓝藻水华监测预警和防控，组织
实施引江济淮工程治污规划。今年 1 月-6 月，全省地表水
国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79.8%，同比提高 6.6 个百分点，
劣Ⅴ类断面比例 0.5%，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推进净土保
卫战。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全省耕地质量类别划
分，持续开展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加强污
染地块环境监管，全省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全
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持续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抓手，大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精心组
织省级生态环保督察。2020 年，完成 6 个市污染防治攻坚
战专项督察，今年再次聚焦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对池
州等 4 个市开展省生态环保专项督察，公开 6 个典型案例。
统筹推进突出问题整改。印发“1+1+N”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深入开展“严、重、促”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大起底”“回头看”，对排查出的 637 个问题与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问题、省级生态环保督察问题一并纳入“1+
1+N”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范围，压实责任彻底整改。

以“一江碧水向东流”胜景为指引，协力
打造长三角“白菜心”。升级“三大一强”攻
坚行动。提请省委、省政府出台新一轮“三
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方案。开展长江干流
及主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工业企业排
查，完成长江干流及一、二级支流入河排污
口排查。严格执行《长江保护法》，统筹推进
生态环境专项治理，完成长江干流 1 公里范
围内 273 家“散乱污”企业整治。牵头推进
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以保护修复为重点，大
力推进长江生态廊道建设。推动沿江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和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累计关
改搬转 137 家。严格落实“十年禁渔令”，长
江干流及其 8 条重要支流于 2020 年年底前
全面禁捕。拆除沿江非法码头 234 座，全部
复绿或恢复自然岸坡。推进长江干流安徽
段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对 275 个涉嫌违
法违规项目分类施策整改。开展“白菜心”
环境研究。落实省长 2021－006 号交办件
要求，委托国家高端智库王金南院士团队，
系统开展打造长三角“白菜心”课题研究，目
前已形成 4份研究报告。

以“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名片”为遵循，
助力开展巢湖综合治理。敦促合肥市坚决
扛起巢湖综合治理的政治责任，找准大湖治

理问题脉搏，切实把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到
打造“最好名片”的实际行动中。抓工程建
设。按照“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
治源”的总体思路，实施截污、治河、调蓄、修
复、减面、应急“六大工程”。在环湖 35 个乡
镇实施污水配套管网工程，全市 85 个乡镇
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对清水型河流实施
保护性治理，对重污染河流重点治理，全面
消除劣Ⅴ类。高标准规划建设环湖“十大湿
地”。抓四源同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巢
湖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
生态要素，初步形成点源、线源、面源、内源

“四源同治”的综合治理体系。创新编制《环
巢湖地区污染源调查、监测与分析技术导则

（试行）》，努力做到靶向施治、精准施策。抓
创新监管。以地理空间信息、流域水情雨
情、点源面源污染监控系统等为基础，接入
159 个水质监测站、324 个水文站、509 个气
象站数据，建设信息共享数据库，构建巢湖
流域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对巢湖流域水环境
的有效实时监控和精准管理。

以对标对表学习沪苏浙为契机，合力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
对标学习、协同实施联防联治、健全区域协
作机制。

图为安徽马鞍山滨江湿地公园。 倪博昊摄

改革创新，建设全面绿色转型区

综合施策，打造长三角“白菜心”

持续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

打好攻坚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候鸟回到巢湖候鸟回到巢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