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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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工会
慰问组深入各养路工段，看望
慰问公路养护一线干部职工，
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组织的关
怀与温暖。

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一
线职工亲切交谈，仔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工作和生活情况，对
他们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
奉献，全力保障林区道路畅通
和居民安全出行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特别是入冬后的两
场暴雪，使公路养护工作量增
大，一线职工浴“雪”奋战，随下
随清，连夜清除道路冰雪，确保
了 300 多公里林区公路快速恢
复畅通。

慰问组叮嘱公路处干部职
工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强化
安全意识，发扬公路人不怕吃
苦、敢打硬仗的精神，守护好林
区公路，在新的征程上再创佳
绩。

组织的关心与关爱，让一
线职工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温
暖。大家纷纷表示，将振奋精
神、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以最
佳的状态投入工作，不辜负组
织与林区职工群众的信任与重
托。

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工会将
坚持在职工中开展“关爱在身边
温暖送一线”活动，发挥桥梁和纽
带作用，把关心、关怀送到林区职
工的心坎上，不断增强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柴河林区
慰问公路养护一线职工

本报讯（张秉一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为
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水平，今
年，八面通林业局有限公司以

“抓好公司党建建设、促进公司
党建发展”为目标，升级打造了
七处标准化党员活动室。

升级后的党员活动室，严格
按照“完善功能、一室多用”的要
求，坚持规范、节约、适用的使用
原则，为更多党员提供了加强党
性教育、研究党建工作、提高党
员素质的活动场所，增强了党员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看到升级后更有学习气氛
的党员活动室，八面通局广大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今后要合理利
用党员活动室的功能作用，让党

员活动室真正活起来、动起来、
用起来，不断推动党建工作迈上
新台阶。据了解，多年来，八面
通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认真贯
彻落实党建各项工作要求，以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为抓手，以创建示范
型基层党委为目标，紧紧抓好
基层党组织这个“最小单元”。
通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以
党员固定主题党日为载体，保
证了组织生活的正常化，通过
抓党员教育和培训经常化，保
证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的发挥，
真正实现了阵地正规化、活动
经常化、制度规范化、决策民主
化、管理科学化，有效促进了党
建规范化建设。

八面通林区
升级打造“五化”党员活动室

□文/摄 姜峰 陈思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爱岗
敬业、任劳任怨、处处发挥党员
先进模范作用，他就是桦南林业
局有限公司旅游服务中心经理
于连伟。他用平凡岗位上的严
谨求实、兢兢业业，诠释着一名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同事眼中的工作狂

于连伟 1999年参加工作，从
技术员到验收队长，再到 2016年
担任生产经营副局长的 17年时
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中。

在同事眼中，于连伟就是一
个“工作狂”，不分白天黑夜，几
乎全年无休。工作上的全心投
入让于连伟无法分身去照顾家
庭，连孩子出生时他都没能陪在
妻子身边，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妻
子在操持。没时间陪伴家人，让
他一直很惭愧，觉得对妻子和孩
子有亏欠。

由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于
连伟曾连续六年获得合江林业地
区“营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也曾荣获“全省森工系统营林先
进工作者”和“全省森工系统育林
功臣”等荣誉称号。2016 年和
2020年，于连伟还被集团公司授
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017年，于连伟受命组建桦
南林业局有限公司旅游服务中
心，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领
域，需要放弃所学专业，放弃熟
悉的岗位和环境,一切从“零”开
始。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有
干劲儿。

“作为一个后来者，一个门
外汉，要努力学习旅游方面的知
识，了解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这
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于连伟
对于新岗位准备充分。

打造高效团队的带头人

来到旅游公司，面对一个新
兴的产业和全新的环境，要想取
得突破谈何容易，于连伟带领着
平均年龄 32岁的团队，开始了新
的征程。

为了景区的宣传推广，他们
跑遍大大小小的旅行社，一家一

家谈、一家一家签订合作协议。
在运营过程中，于连伟找漏洞、
补短板，有计划地对全体员工进
行专业培训。让原本从事其他
林业工作的员工进行礼仪、餐
饮、住宿等相关业务的强化学
习。在管理工作中，于连伟倡导
人性化管理，倾听员工声音，与
员工之间更多的是相互信任，积
极培养齐心协力的团队。面对
纷繁复杂的工作，他总能为员工
舒缓工作压力，让大家学会抽丝
剥茧的工作方法。

“我坚信只有了解游客内心
需求，才能做出更好的旅游产
品，才能获得市场认可，才能健
康、稳定、高效发展。”于连伟坚
定地说。

创造更好业绩的奋斗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于连
伟和团队的努力下，桦南林区旅
游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
大、由弱逐渐变强的可喜局面。
自运营以来，实现了往来游客

“零投诉”，并与国内 45家旅行社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已累
计接待游客 20多万人次，单日游
客接待量屡创新高，还接待了十
余个国外蒸汽机车爱好者团队。

与此同时，于连伟的团队不
断完善升级旅游产业，积极与影
视界互联共建，先后已有《国家
情怀》《一缕阳光》等 5个影视剧
摄制组来景区取景拍摄。

2018 年至 2020 年，桦南局
景区先后获得了“省级研学教育
实践基地”“龙江森工桦南森林
铁路国家工业遗产”等荣誉称
号。运营两年后，景区成功晋级
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这
一个个成绩的取得，正是于连伟
带领团队奋力拼搏、攻坚克难、
开拓创新的结果。

作为一个普通的林业工作
者，于连伟以不甘平庸的钻劲
儿、默默奉献的精神，在平凡的
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相信
在我们团队的不断努力下，桦南
林区旅游发展一定会芝麻开花
节节高。在林区深化改革的浪
潮中，我要努力创造更好的业
绩，为企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于连伟说。

于连伟（右）在指导工作。

于连伟：
为桦南林区旅游代言

位于山河屯林区的中国雪谷是国内冬
季著名的徒步穿越线路，每年吸引数十万
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被摄影家和户外徒
步爱好者称之为“最美的人间冰雪仙境”。

从雪谷出发进入穿越线，漫山银装素
裹，如临仙境。美轮美奂如银似玉的雾凇
雪挂，透过晶莹剔透的冰挂树冠洒漏在雪
地上的耀眼阳光，落雪成景的奇石怪树，脸
上挂满银霜如入画中的徒步者，以及手持
相机被美景惊呆的摄影家，构成了一幅绝
美画卷。

李春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
梅 李健摄

来吧来吧，，穿越中国雪谷穿越中国雪谷!!

□张牧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龙江森工国有林区施业区面积共 6.58 万公
顷，其中种植业用地面积540万亩，属坡耕地类型
区。龙江森工在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培育和合
理开发利用中，积极组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为黑土耕地保护建立了绿色生态屏
障。近日，龙江森工集团全面推行“田长制”。各
林业局有限公司纷纷结合实际，构建“田长制”工
作体系，实现黑土耕地保护与发展双赢。

“集团党委高度重视田长制推进落实，将结合
龙江森工的生态建设工作和绿色产业发展，全面
落实黑土耕地保护管理工作责任。集团推行‘田
长制’目标十分明确：稳定黑土耕地数量，提升黑
土耕地质量，改善黑土耕地生态，建立黑土耕地管
护机制，实现黑土耕地保护管理责任全覆盖。”龙
江森工集团林下经济部部长刘志明介绍说。

肥沃的黑土地肥沃的黑土地。。 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空中无人机
护林多面手

□文/摄 周梦雪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

近年来，龙江森工林区上空时常可以看到无人机的踪影，它们身兼多职，是侦察员、巡护员、护
林员……已然成为护林护绿的“多面手”。它们与地面人员协同“作战”，以“人防+技防”的新模式共同守
护绿水青山。

龙江森工集团

540万亩耕地

每块都有“监护人”

无人机加入东方红林区森防序
列不到三个年头，但在每名一线森
防队员心中，它早已成为了巡山防
火的好助手。无论疑点是在崇山还
是峻岭，密林还是沟塘，只要有了
它，一线森防队员就能成为“千里
眼”，不会漏掉任何一处疑点。

“无人机手无人机手，巡护组呼
叫。”

“收到收到。”
“我在地头发现疑似火点，请巡

护。”
“明白。”
“没发现异常情况。”
就像这样，一旦发现疑似情况，

一次简短的无人机呼叫，就能有效
地解决巡护队员以往查看火情耗时
长、抵达现场难的瓶颈问题。

“以前瞭望员报火点，都是大概
的方位和地点，我们还得派人上山
实地勘察，费时费力。如今，配备了
无人机，可以及时提供实时动态，帮
助很大。”提起无人机瞭望功能，东
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西南岔经营所
副主任付强赞不绝口。

每年防火期，沾河林业局有限
公司都会与黑龙江省应急航空救援
幸福站强强联手。开展无人机夜航
飞行，利用无人机进行 120 公里外
远距图像和数据的实时传输，提高
了沾河林区综合应急救援能力。“这
种以无人机为主导的空中巡查模
式，能及时、清晰地看到辖区各种动
态信息。结合地面视频监控系统，
再加上瞭望员与护林员的地面巡
查，地空配合，形成了独有的‘多维
立体式’火情监测防控格局。”沾河
局森防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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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夜间热成像功能
可以迅速捕捉到违法违规进山人
员的地点及山林迷路人员，满足
了护林员快捷沟通、迅速部署、多
方调度的要求，为林业工作开展
提供极大帮助。”八面通林业局有
限公司森林防火部调度员刘桂彬
告诉记者，处于边境地带的八面
通林区充分利用无人机的机动性
开展大范围巡护，排查是否有偷
渡人员入内，助力疫情防控精准
实施。

无人机不只能寻人，还能护
虎。“在冬季大雪封山时，我们利

用无人机能清楚查看到东北虎活
动区域补饲的现场情况，非常方
便。”东京城林业局有限公司无人
机操控员崔宇说。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京城
局涵盖奋斗、桦树等 6 个管护
站，随着保护区内野生动物数
量逐渐增多，给巡护管护工作
带来很大压力。行动灵活、稳
定高效的无人机便成为了巡护
员们的得力助手。以往巡护员
不能及时到达的地方，无人机
几分钟就能到位，真正实现了
监管无盲区。

变身“巡护员”寻人护虎本领强

“速度快、效率高、成效好。”
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充分利用飞
防施药的特点，将母树林病虫害
防治工作与根部施肥有机结合，
严格按照飞防工作流程时刻监测
天气与风向变化，在确保人、机安
全的情况下进行喷洒作业。

“无人机防治区别于传统防
治方法，超低空匀速飞行喷洒防
治药物，具有规避漏防、重喷等特
点，使得喷药精准均匀，达到高效
群防群治病虫害的效果。”鹤北林
业局有限公司营林技术员董现岩
对记者说，利用无人机开展林木

病虫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工作效
率，降低了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
难度，真正做到节本增效。

“利用无人机以及人工智能
识别技术对松材线虫病进行监
测，与原始人工普查方法相比，具
有动用人员少、监测无死角、识别
精准、普查效率高等优点。下一
步，集团将加大无人机对松材线
虫病普查和监测力度。同时，继
续加大推广无人机在防治红松球
果害虫和落叶松毛虫等病虫害中
的应用。”龙江森工集团生态建设
部副部长孙红阳表示。

化身“喷洒员”森林病虫害“无处逃”

设四级田长 每块耕地都有“监护人”
黑龙江省地处东北平原黑土区核心区域，龙

江森工林区丰富的黑土资源和森林资源以及良好
的生态环境，在全省黑土耕地保护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为全面推进森工林区黑土耕地保护工作，
压实落靠黑土耕地保护管理责任，结合森工林区
实际，制订印发了《龙江森工集团黑土耕地保护利
用“田长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据刘志明介绍，结合实际，龙江森工集团“田
长制”设置了集团公司、林业局公司（直属林场）、
林场（所）和网格四级田长，通过建立黑土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落实黑土耕
地保护管理责任到部门、到单位、到人头、到地块，
推动形成统筹组织、区域管理、分工负责、合力推
进、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让每块耕地都有“监护
人”。

集团建立了“田长制”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
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林下经济部、资源
管理部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包括相关责任部门
负责人。集团要求各林业局有限公司、直属林场
也要设置相应的“田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
调度督导、检查考核，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落实本
级田长确定事项。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全力推进保护利用
《方案》下发后，龙江森工各林业局公司、直属

林场纷纷制订本区域“田长制”实施方案，并积极
开展相关培训，将在 2021年年底前全面建立“田
长制”工作体系。

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先行先试，制订了《鹤北
林业局有限公司黑土耕地保护田长制工作方案》，
并积极开展黑土耕地保护业务培训，加强政策解
读和信息发布，推广应用新品种、新剂型肥料等新
技术，以此提高各级田长履职能力和项目实施主
体黑土耕地保护管理实践操作业务技能。

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围绕黑土耕地保护利用
目标，制订了《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黑土耕地保护
利用“田长制”工作方案》，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微
信、电子屏、条幅、宣传栏等各种媒介，广泛宣传保
护利用黑土耕地的重要意义，提高广大种植户的
思想认识。同时，柴河局还加强对黑土耕地保护
管理相关惠农政策、建设项目、补助资金的公示，
确保公开、公正、公平。设立破坏黑土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等违法、违规行为监督举报电话，严格
监管被占用耕地土壤剥离和利用，严厉打击盗采
泥炭黑土等破坏黑土地违法行为。

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采取“逐层分解、逐层负
责”和“属地管理、分片负责”相结合原则，建立
以林业局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田长，林场场
长为林场田长，林场副场长、农业技术员及秸秆
禁烧网格员为网格田长“三级”管理体系，落实
三级田长共 130 人，实现耕地保护全覆盖。真
正实现黑土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综合管理目标，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新
格局。

“有了黑土才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保护
黑土，就是保护黑土区生态安全；保护黑土，就
是保护粮食安全；保护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朝阳林场的田长周生
威对推行“田长制”的意义感触颇深。

督导巡查问责 依法实施最严格管理
为强化制度建设，龙江森工集团建立起联席

会议制度，每年将定期召开会议，落实上级田长和
“田长制”办公室工作部署，研究推进森工林区黑
土耕地保护管理重点工作。

集团将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规范，确保各单
位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依法对黑
土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
理。建立督导制度，督促落实黑土耕地保护管理
各项政策和工作措施；建立调度制度，定期通报黑
土耕地保护和管理情况；建立巡查制度，每半年对

“田长制”实施和黑土耕地保护管理情况进行检
查，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问责
制度，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责任人、责任单
位进行问责，确保完成黑土耕地保护管理“田长
制”目标任务。同时，开展龙江森工内部黑土耕地
保护管理绩效考核，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加强督促
检查，纳入集团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奖优
罚劣的工作机制。

“‘田长制’实施后，将更加稳定龙江森工林区
黑土耕地数量、持续提升黑土耕地质量、改善黑土
耕地生态。切实建立起黑土耕地管护机制，促进
林区绿色产业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刘志
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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