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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果、黑木耳、紫苏、
韭菜……龙江森工各林区因
地制宜，根据自身优势积极
引导种植户发展特色种植，
拓宽增收渠道。

杨晓丽通过潜心研究不
断地改进配方、革新技术，将
木耳栽培规模扩大到了 25
万袋，一跃成为了绥阳林业
局有限公司向岭经营所的食
用菌种植大户。

“今年木耳产量非常好，
经过晒干处理，可以带来近50
万元的经济收入。”杨晓丽说。

据介绍，向岭经营所今
年有 20 户职工发展木耳栽
培，全所共收获黑木耳7.5万
公斤，总产值 450万元，户均
20余万元。

“我承包的这片红松果
林主要是人工林，每天我们
十几个人一起打松塔，从早
晨5点到下午4点，一天能打
四五千个。”柴河林业局有限
公司群力林场种植户贾清波
说，今年红松果林是中收年，
果实饱满，收成不错。由于
近些年森林资源保护得好，
病虫害防治效果显著，红松
果林年年都有好收成。

在群力林场，家家都像
贾清波一样，靠采摘松塔增
收致富。“群力林场 17323公
顷的施业区内，红松果林面
积达 5537公顷，共有 124人
以竞价承包的方式承担起管
护经营责任，在看林护林的
同时也能获得收益。”群力林
场场长曹训斌说。

目前，桦南林业局有限
公司近十万亩紫苏进入收获
季，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进
行收割、搬运、贮藏，芬芳摇
曳的紫苏、往来劳作的农户
构成了一幅丰收画卷。

“今年我家种了 50多亩
紫苏。这两天一直在抓紧采
收。晾个十天半个月的，就
能直接脱粒儿卖了。”下桦林
场种植户贾文献说。

据下桦林场党支部书记
张兴沭介绍，从 2018 年开
始，紫苏籽价格连续走高，目
前销售价格已达到 10.5元/
斤，一亩地最多可以收益
15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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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邓磊 王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开着房车出行，在森林里露

营。这样亲近大自然、沉浸式旅
游方式已越来越受到驴友的欢
迎。为更好发挥自身旅游资源
优势，满足游客不断变化的需
求，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积极
研制可移动板房，倾力打造可移
动的“家”。

走进黑龙江省惊哲房车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片忙碌景象
呈现在眼前。“最近工作量很大，
不仅车间工人加班加点，为了赶
进度，连办公室人员也加入到了
生产一线。”工人李兆义说。

从销售业绩上看，仅今年 7
月，惊哲房车公司就收到了25套
活动房的订单。

一套套轻质高强、标准化的
新型移动式钢结构房屋，在工人
的妙手中相继成型，亮相市场。
产品如此抢手，公司技术负责人
刘洪林一点儿也不意外：“这款
产品不仅可以用于居住、森林管
护、森林防火、应急设施、临时建
筑等领域，也可用于工农业生
产、方舱医院等建筑，用途非常广

泛。”
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旅游康养营地里，一座座

可移动板房见缝插针，被有序设置在森林里。喜欢亲
近大自然、近距离感受森林的游客如今有了最佳住宿
选择。

按照龙江森工集团“清、新、严、实、惠”五字方针工
作要求，惊哲房车公司在产品研发上勇于创新。他们还
与科研单位共同合作，针对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的林区
工作者，研发出集净水、供电、取暖于一体的新型移动式
钢结构房屋，可以满足长期在野外作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保障。

目前，惊哲房车公司生产的森林管护房 006号已
经在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青云小镇投用。006号可
容纳 6名员工生活和休息，太阳能板可以满足大家用
电需求。“这移动板房太给力了，在野外工作也能体验
家的感觉。”使用者对移动板房赞不绝口。

据惊哲房车公司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可移动板
房项目已经收到来自山河屯、大海林、苇河、东方红等
林业局有限公司的单位管护房订单 15套，旅游、康养
营地房订单 8套，另外还有 20套森林管护房正在洽谈
预定中，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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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文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
健）连日来，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产业部工作人员走进林
区各养殖户家中，积极开展2021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有效防范动物疫病发生，确保柴河林区畜牧业稳
定发展。

在林机社区养殖户家中，柴河局产业部工作人员为
养殖户们发放消毒液、口罩、手套、碘酒、防护服等防疫物
资，向养殖户现场培训消毒液配制比例及使用规范。

产业部还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只”的原则，聘请专
业兽医，逐门逐户对家禽养殖户进行禽流感疫苗免疫注
射，积极宣传动物防疫相关知识，提高养殖户对防疫工作
的认识。

据了解，通过开展以强制免疫为重点的秋季动物防
检疫工作，将有效防控动物重大疫病发生，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确保柴河林区畜牧业安全健康发展。

柴河林区

出实招 防控动物疫病

本报讯（黄秋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
健）省林区公安局桦南分局注重继承和发扬“东莱精神”，
不断深化“学东莱创枫桥”活动，号召全警向优秀典型学
习。学习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密切警民关系、拒腐蚀永不
沾、夯实基层基础、铸造忠诚警魂等优良品质。组织全警
领会学习“东莱精神”，以“警民鱼水情”“拒腐蚀、永不沾”
和“百家熟”等传家宝夯实基层工作，打造人民信赖、业务
突出、思想坚定、作风过硬的公安派出所。

桦南分局组织开展“学郭兰英、做好片警、当贴心人”
大讨论活动和“向身边榜样学习”活动。学习郭兰英忠于
职守，始终牢记保护人民是自己义不容辞责任的无畏精
神；学习她扎根深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林区人民女儿
的奉献精神；学习她初心不改，始终没有忘记公安民警忠
诚奉献和无悔担当。以郭兰英为努力方向和学习目标，
以更高的政治素养、过硬的业务水平、铁一般的纪律作
风，在全力维护林区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林区经济
社会发展、保障林区人民安居乐业等工作中建功立业。

林区公安局桦南分局

学榜样 深化为民本色

这是磨盘山水库曙光红叶景区。金秋十月，秋风吹过，万山斑斓。凤凰山、平山、鸡冠山、虎峰岭……放眼龙江森工各
大景区，以红、黄、绿为“三原色”变幻莫测的五花山，尽显其娇艳的身姿。有的叶子泛出了黄意，有的叶子变成了红色，有的
叶子还舍不得“脱掉”绿色的外衣。崇山峻岭、莽莽林海，每一处都沾染着缤纷的色彩。脚踩松软的落叶，闻着沁心的树香，
让人真切感受到龙江秋天的壮美。 佟中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文/摄 王天驰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2021年秋防期已经开始。面对“防疫+
防火”双重责任，龙江森工集团所属多个森林
防火责任单位按照“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
工作方针，把握当前工作特点和规律，结合防
火防疫工作实际，要求森防队员“既是防火
员，又是防疫员”。对入场入山人员实行扫防
火码、防疫码、入户排查、安全检查和“双防”
安全教育宣传，防火防疫有力结合，共筑安全

“防护网”。
八面通林区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实际

需要，将以往现场开会转为电话视频会议，林
场（所）通过场区小范围集中获知各项任务部
署。严格执行 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和
火情第一时间报告制度，健全和完善应急处
置方案；消防员 24小时待命，努力做到辖区
内突发火情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妥善处置。与
此同时，各单位对防火装备库、运兵车、疫情
防控物资等相关设备进行周密检查，确保火
情发生时不掉链子，疫情发生时无缝连接。

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主要领导深入包保
单位蹲点，调查了解情况，落实防火措施，解
决防火难题。通过网格化管理使每个林场、
沟系、林班、地块都有人管、有人看。对所有
进山入林的大小路口都建关设卡，入山人员
必须扫码登记，严格检查、没收火种。各单位
专业扑火队员集中训练，打造过硬森林扑火
队伍。

当前农忙时节，林场（所）人员往来密集，
又正值疫情防控时期，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
管理一刻也不敢松懈。各基层林场（所）对过
往人员严格执行扫“三码”（健康码、行程码、
防火码）；在各自施业区内开展防火巡查，外
来人员巡查，不间断对林区职工百姓和进山
秋收人员进行防火防疫提醒；对管辖范围内
火险隐患点进行排查，对违规行为进行劝阻
和防火知识普及。

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成立 8个督导组，
对全局22个林场所，93个重点路口布控落实
情况进行严格检查。对各林场（所）防火宣传
情况、“高火险期”工作部署情况、重点人群管
控情况，秋收、旅游入山人员扫码情况进行全
面督导。各林场（所）在职人员全员出动，做
到了路口有人看，卡口有人管。

方正林业局有限公司在做好入山人员
“双防”的同时，充分运用“远程视频监控”设
备和无人机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监测预警和
火情防御能力；坚持网格化、全方位野外巡
查，对重要部位加大巡查力度和密度；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强化专项检
查和暗访督查，确保森林资源安全、人员安
全；切实做到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真正把火源火种管控在
林外山下。

据龙江森工集团森林防火部工作人员介绍，秋防以来，龙
江森工林区共有27.1万人次、2.7万辆次扫码入山。集团所属
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累计在交通要道设立防火宣传牌 1884
块、悬挂宣传横幅2986幅、发放宣传单28.5万张、出动宣传车
辆 4403辆次。通过认真开展“三清”活动，深入林区腹部，逐
河、逐沟清理，共清出违规入山作业点 200个、入山车辆 979
台、入山人员2098人，彻底消除了违规用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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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车间。

实战演练实战演练。。

金秋金秋五花山五花山 美得太美得太惊艳惊艳！！

农作物 北药 特色产业

林区“丰”景入画来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春种一粒粟，收秋万颗子。金灿灿的水稻随风摇荡，成熟的北药散发着阵阵药香，菌包上绽放着
一朵朵“黑牡丹”……十月的龙江森工林区，丰收的画面随处可见，丰收的氛围愈发浓烈。林区大地唱
着丰收欢歌，累累硕果结出一年的好收成，这是林区职工群众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

“今年我种了 480 亩黄豆、300
亩玉米，虽然秋收赶上了秋涝，但是
今年黄豆长势好、价格高，产量每亩
都在 300斤左右，收益肯定比去年
多。”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冰趟子
林场种植户侯玉山细数丰收的成
果，笑得合不拢嘴。

在通北局浅山区的碧水林场，
种植户吴迪正驾驶大型收割机收割
大豆，往返穿梭于田间地头。当记
者问到他家地块经过高标准农田改
造后收成如何时，吴迪的笑容给出
了答案。他说：“看看今年这黄豆，
质量比每年都好多了，产量也高，高
标准农田建设给我们带来了实惠，
今年豆价也比往年好，收益肯定差
不了。”

在五四林场土豆种植区，伴随
着机器的轰鸣声，黄澄澄的马铃薯
一个个争先恐后从自动起收机里跳
出来。工人们紧随其后，有的捡拾
装袋，有的将装好袋的土豆搬上
车。大家各司其职，田间地头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我种植的 1000 亩优质水稻，
预计每亩 1200斤左右，过几天晾晒
干就可以吃上新大米了。”东方红林
业局有限公司马鞍山农场水稻种植
户潘义发的喜悦溢于言表。

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农场种植
水稻 15800余亩，日前，依据各地块
水稻成熟及稻田湿洼程度，科学组
织职工及种植户分地段分批次收
割，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大豆、水
稻、玉米颗粒饱满。要想种好粮，科
学方法不可少”。苇河林业局有限
公司种植户刘本清对科学种粮感触
颇深。

据苇河局产业部部长丁永军介
绍，过去，种植户种粮只看卖价，不
注重产量和质量。现在，通过普及
科技种田知识，提升了种植户理性
选种意识、科学轮作意识和绿色特
色种植理念，又赶上一个好年头，今
年，苇河林区粮食普遍提质增产。

夯实“藏粮于技”基础，是近年
来苇河局推动林区现代化农业发展
的战略首选。通过聘请专家对立地
条件和土壤分类进行实测，在全局
范围内推广种植“黑农 48”“中地
159”和“稻花香 2号”等优质大豆、
玉米、水稻品种，极大提升了粮食产
量和质量，实现了有限的土地种植
效益最大化。

凭借生态资源和地理位
置的优势，北药在龙江森工
林区遍地开花，成为产业转
型发展的新秀。

在八面通林业局有限公
司枯河沟北药种植基地内，
一阵阵药香扑面而来，经营
所主任许延臣正在指导秋收
工作。

“在林场（所）班子成员
以及全国劳动模范顾忠国等
5 名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
枯河沟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取得突破性进展，基地种植
品种主要包括人参、板蓝根、
白鲜皮等 10余种中药材，北
药种植逐步走向规模化、产
业化。”许延臣告诉记者，他
们加大与各大中药企业的互
通互信，确保中药材种植方
法精准、销售渠道畅通、品牌
效应持久。

顾忠国近期非常忙碌，
见到他时，正忙着收获人
参。“今年人参收成很好。我
又新建了 3座人参大棚，进
行集优化高效栽培，打造有
机人参、培育精品。”顾忠国
说。

这两天，白鲜皮种植户
郑雪峰心情非常好，他两年
前种植的白鲜皮苗一次性就
售出了 50 万棵，收益 15 万
元。“今年我尝到了甜头，心
里萌生了一个大计划，有种
植想法的种植户只提供地块
和平时维护的人力，其余的
种苗、肥料、农药等等需要花
钱的都由我负责。这样风险
大家一起担，效益大家一起
分。最终成立北药种植合作
社，形成一定种植规模，共同
致富。”郑雪峰对北药种植信
心满满。

在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五味子种植基地及各种植户
家中，累累硕果，色艳味浓，
一串串颗粒饱满、像红宝石
似的五味子挂在藤蔓之间，
弥漫着淡淡辛香，令人神清
气爽。

五味子基地分包户刘玉
革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分
包了 60 多亩五味子种植地
块，预计能采收6万公斤五味
子鲜果，利润在24万元左右。

转
型
新
秀

北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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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开
花

收割水稻。

收割白鲜皮苗。

广
袤
田
野

收
获
金
色
希
望

本报讯（马洪亮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
健）近日，林区公安局东方红
分局森侦大队民警在日常森
林防火工作巡逻途中，发现路
边有一野生鸟类在草丛内挣
扎。经过辨认，确定这是一只
成年野生猎隼，属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

据了解，当民警巡逻至原
海音山林场场部一条老运材
道时，发现这只成年野生猎
隼。随后对猎隼进行了检查，
发现它的一条腿受伤严重，无
法飞翔。民警小心翼翼将猎
隼抱起，将其送至东方红林业

局森之源责任有限公司野生
动物救助站。救助站为猎隼
提供了食物，对猎隼受伤部位
进行救治，待猎隼完全恢复健
康，再将其放归大自然。

近年来，东方红林区野生
动物活动比较频繁。为了保
护好林区的野生动物和自然
资源，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
司不断加强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力度，加大
保护野生动物宣传力度。职
工群众保护生态、爱护野生
动物的自觉性越来越高，林
区物种逐年增多，生物多样
性逐步恢复。

警民携手救助受伤猎隼

被救助的猎隼。
马洪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