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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详见第六版

总值班：刘中山 王玮

为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栽植红松树苗。
栽植红松树苗
。

习近平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八项规定，以行动作无声的号令、以身教
作执行的榜样，为全党改进作风提供了强
大动力。
从抓公款购买月饼，到抓公款寄送贺
卡，从制止“舌尖上的浪费”到纠治“车轮
上的铺张”再到整治“会所里的歪风”……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锲而不舍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刹住了一些过去
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
些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党的十九大闭幕
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细则》。
从八项规定到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研
究同样的内容并进一步深化细化，释放出
一以贯之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的鲜明信
号。
（下转第三版）

我省今年年底全面建立五级林长制
确保每座山每片林有制度管有人管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谭湘
竹）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要求确保到 2021 年年底
全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
我省是全国重点国有林区和重要生态
屏障，全省森林面积 2150 万公顷，居全国
第 3 位，森林覆盖率达 47.3%，居全国第 9
位，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重大。全面推
行林长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大举措，
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落实
“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的重要抓手。
根据实施意见，我省将分级设立林长：
省级设总林长、
副总林长、
省级林长，
省级以

下设林长、
副林长，
结合实际分区（片）负责。 设立企业林长（兼任）、副林长，
接受林长制
省委书记、
省长任总林长，
分管林草工作副省 组织体系内的党委、政府监督考核。域内
长任副总林长，
省级林长由分管林草、
自然资 除农垦、森工以外中省直有林单位纳入林
源、
森工企业工作的副省长担任（兼任），
对重 长制组织体系，
确保每座山、每片林不仅有
点生态区域实行分区（片）负责。
制度管、有人管，
而且管得牢、管得好，
实现
市、县、乡三级设立林长，由同级党委 “林长治”
。
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设立副林长由
各级林长主要履行加强林草资源生态
同级党委和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村级 保护和生态修复、林草资源灾害防控、深化
设立林长，
由村党组织、村委会负责同志担 林草系统综合改革、加强林草资源数字监
任。
管监测、完善基础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等职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伊春森工集团、龙 责，以确保到 2025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江森工集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各层级领导 到 47.32%，
森林蓄积达到 25.4 亿立方米，
草
按层级分别担任相应市、县（市、区）副林 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 75%以上，可治理
长。同时，
建立企业内部对应的责任体系， 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89.8%，
森林质量和生

态系统功能得到明显提升，优质生态和林
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到 2035 年，我省
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
好转，
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服务功
能显著提高，
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
生
态安全屏障发挥更大作用，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初步实现现代化
生态强省。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实施意见强调，我省
将建立林长制会议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部
门协调制度、工作督查制度、考核制度等配
套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

□文/摄 王天驰 胥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营造红松林不但可以有效恢复森林植被，而且
还能结出松塔，产出味道鲜美的松子，红松还是优质
的木材，所以说，它是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珍
贵树种。”走在今年新栽植、平均高度 50 厘米的红松
林地，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冬向记者
介绍。
针对红松自身具有的优势，龙江森工集团近年
来重点推进营造红松果林工程，力争将其打造成为
生态和经济兼顾、强企富民的优质产业。红松的结
实期长，且随着树龄增长，经济效益越来越高，真正
做到了一代人植树，几代人受益。

最优选择 积极营造红松果林
为加大退耕还林力度，增加经济林种植比例，龙
江森工集团制定了《红松嫁接果林三年发展规划
（2019-2021 年）》，计划集团所属 23 个林业局有限公
司利用没有耕种价值的土地、弃置撂荒的沙化及土
质退化荒山荒地、疏林地等地块，营造红松果林 20
万亩。2021 年，随着营造红松经济林 6 万亩的任务
顺利完成，计划中的 20 万亩红松果林栽植目标如期
达成。
龙江森工集团生态建设部部长凌长伟介绍，全
面停止木材商业性采伐后，龙江森工林区可造林面
积逐渐减少，
“绿色银行”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在有限
的造林地块增加经济林营造比例，是一个必然选择，
也是最优选择。
过去三年间，苇河局共栽植红松果林 2 万余亩，
分布在 513 个林班、1190 个小班，因为地块之间距离
远，综合成本比常规造林高出 50%。
“即使这样，我们依旧不遗余力地发展红松果林
项目，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土地优势和苗木优
势 ，在 10 个 林 场 所 营 造 红 松 果 林 25916 亩 ，嫁 接
23364 株。
”陈冬对记者说。

多方发力 打造强企富民优质产业

让党旗高高飘扬

中国工人顶在哪儿，
都是一块好钢！
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大庆新铁人李新民

或将改写人类演化史
﹃龙人﹄化石

“来到铁人队，就要长出铁骨头！”身
材敦实、语言朴素、目光坚定，与铁人王
进喜有着极高的“相似度”。6 月 28 日，
在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
“大庆新
铁人”李新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并作为代表在大会上第一个
发言。
回到大庆，李新民马不停蹄履任新
职——大庆油田国际勘探开发公司总经
理。国内工作 16 年，勇闯海外 15 载，李
新民一路都在践行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
誓言。如今他又开始了新领域的开拓，
依托“一带一路”，拓展海外业务，蒙古、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成了铁人新的
天地。
1990 年，李新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
1205 钻井队。钻井是石油行业最苦最
累的工种，作业三班倒，在钻台上一干就
是 8 小时。李新民刚到钻井队时，体重
还不到 100 斤，瘦弱的他每次打大钳都
扣不上钳框，
“去一边歇歇吧！”老师傅的
话让李新民无地自容。
既然来到铁人 队 ，就 要 长 出 铁 骨
头。不服输的李新民只要一有空，就跑
上钻台练习打大钳。胳膊抡肿了、手磨
出了血泡……经过千百次练习，
他终于全
面掌握了操作要领。不到半年时间，
他就
能拿起井队6个岗位的活儿，
打大钳、
下卡
瓦、对丝扣这些粗中有细的技术活，李新
民都一一拿下，
成为全队人人夸赞的技术

今日看点
民 声 民 生
还地于民 还绿于民 还景于民

□刘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楠
据新华社消
息，最近，基于对
一枚在哈尔滨发
现 的 、目 前 已 知
最大的人属头骨
化 石 的 研 究 ，由
中英科学家组成
的研究团队对外
公布发现了一种
新 的 古 人 类 ，且
其所属的支系可
能与现代人有着
最近的亲缘关
系。因化石在黑
龙 江 发 现 ，科 学
家将这个新的人
种 命 名 为“ 龙
人”
。
“龙人”什么
样？发现“龙人”
化石的意义何
在？笔者就此采
访了“龙人”化石
发 现 者 、研 究 者
及 命 名 者 ，著 名
古生物学家季强
教授。
相关报道详
见第四版

大力度宣传栽植红松果林意义和目的，让职工
群众明白这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在千秋的产业项目；
大力加强种苗培育和科技培训，储备专业人才……
龙江森工集团各林业局有限公司结合各自实际情
况，多方发力，各显其能，不断加大培育红松果林工
作力度，
努力实现企业和职工双赢的目标。
苇河局在培育红松果林过程中，从建设到产出，
实行企业和管护承包人多种利益联结机制的管理模
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下转第三版）

三年栽种二十万亩红松果林

“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
星，全国人民的福星！”
2014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村考察
时，74 岁的老人崔荣海挤到人群前面，紧
紧握着总书记的手。这位有着 50 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激动说出了这么一
番话。
“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
乾坤。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勇毅决绝，掀起力度、广度、深度空
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
面从严治党激荡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
心 ，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提 供 坚 强 保
障。

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作
2020 年中秋节前两天，福建省厦门市 出承诺、发起号召：
集美区灌口镇政府干部高东升早早就到
“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老字号“黄则和”预订了两盒月饼，这是他 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
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
谓己不正，焉能正人。
”
以此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一场激浊扬
“月饼还是自己买的好，好吃不浪费，
更重要的是中秋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
高东升咧嘴笑着说。
2012 年 12 月 30 日晚，新华社“新华视
细微之处，可见风气之变。
点”微博发布了一份特殊的
“菜单”
。
“4 个热菜：红烧鸡块、阜平炖菜、五花
曾几何时，粽子、月饼、大闸蟹等老百
姓庆祝佳节的应景美味，因依附于公款消 肉炒蒜薹、拍蒜茼蒿；一个猪肉丸子冬瓜
费上的利益链条被“天价”异化，如今早已 汤；主食水饺、花卷、米饭和杂粮粥。特别
回归正常的市场价格，找回应有的文化底 交代不上酒水。
”
蕴。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
“八项规定”——很少有这么一个政 期间，
一行人在所住宾馆的晚餐菜单。
治语汇，
能够如此深刻改变中国。
一份菜单里看变化。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龙江森工集团 增绿与增收并进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范思翔 郭敬丹

绥化市四大公园
夏季各
“燃”一点
详见第五版

今日生活报
李新民（右）在采油一线
在采油一线。
。
能手，
更是同批毕业生里最受老师傅欢迎
的小伙子。2003年，
李新民成为1205钻井
队的第十八任队长。
2005 年 8 月的一天，1205 队施工的
一口井刚要完钻，突然下起暴雨，井场一
片汪洋，拉石粉的车陷在离井场 300 多
米远的路口。再有 3 小时，泥浆就必须
加重，
否则，
就有井喷危险。
“咋也不能让井出问题！扛，
也要把
石粉扛到井场上！”当时犯了关节炎还打
着封闭的李新民抓起三袋重 150 斤的石
粉扛在肩上，
第一个冲进雨中。从路口到
井场，一个来回六七百米，雨水很快浸透
了工衣，靴子也灌满了雨水。两个多小

大庆油田宣传部提供
大庆油田
宣传部提供

时，
9个人硬是把26吨、
500多袋石粉扛到
井场，
保证了顺利完井。
1205 钻井队是全国打井最多、进尺
最多、获得荣誉最多、创造历史纪录最多
的钻井队。随着大庆油田发展，对定向
井、水平井等需求越来越大，而彼时的
1205 钻井队一直没打过这类特殊工艺
井。李新民主动请战，带领钻井队仅用
几年时间就迅速成长为一支具备多种井
型施工能力的钢铁钻井队，不仅创下了
用一个平台打 13 口定向井、平均井距只
有 6 米的大庆油田打井纪录，还成功完
成了大庆油田首口长水平段取心井施工
任务，
创出了全国纪录。 （下转第三版）

黑龙江省全国
“两优一先”风采展示

我省出台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实施意见

改造分三类 居民参与出资
今后老旧小区这么改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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