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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现场。
揭牌现场
。

王衍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李健摄
摄

本报讯（刘守辉 王衍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日前，
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海林局）举行了
“邵纪军劳模创新工作
室”
揭牌仪式。
为加快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
提升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载体，
发
挥劳模工匠人才作用，
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劳动热情和创新活力，
大海林
局工会投入 20 余万元专项推进
“邵纪军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创建工作。
“邵纪军劳模创新工作室”
由省
“五一”
劳动奖章、龙江工匠、全省林业
系统国有林区职工经营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邵纪军领衔，
是大海林局第
一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现有 11 名成员，
分别在计算机应用、
卫星遥感、
软件
应用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工作室设有技术培训室、课题研发室、推广应用室、创新工作室、标本
陈列室和办公室，
配备了电脑、投影仪、笔记本等办公设备。工作室主要面
向新技术、新仪器、新软件在林业调查中的应用，
把新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到工作中，
实现外业工作无纸化、内业工作软件化，
结合卫星图片、遥感判
读、
无人机操作等，
使林业调查更科学、
更合理、
更加精益求精。
大力开展创建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是新形势下工会组织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
“创新工作室的揭牌，
标志着大海林局劳
模（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将对提升全公司自主创新
能力、培养创新型职工队伍、实现林区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
”
大海林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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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有序。
紧张有序
。
李启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李健摄
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小朋友被风车深深吸引。
小朋友被风车深深吸引
。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放下繁忙的工作，远离城市的喧嚣，
“任性”地
投入大森林，放飞心情。
随着疫情形势日趋平稳，很多人已经将“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提上日程。青山国家森林公
园、太平沟原始林森林探险乐园、凤凰山空中花
园大峡谷、方正鸳鸯峰……龙江森工集团各旅游
景区积极践行“产业富企”方针，在盛夏时节，通
过举办多彩活动、创新旅游项目、发展生态旅游
等方式，展示自身独有的魅力，吸引八方游客纷
至沓来。

近日，山河屯林业局有限公司旭日、曙光、磨盘
山等林场相继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以演促练、以练
促战，未雨绸缪、筑牢防线，做好汛期各项应急准备
工作。
在各林场演练现场，随着现场总指挥发出指令，
各小组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开展救援工作。紧急抢险
组鸣锣示警，火速赶往灾情发生点；物资储备组紧急
将各种防汛物资运送到受灾现场；现场救助组深入
低洼处百姓家中，将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疏散到安
全场所；医疗救助组对模拟受伤人员紧急施救，紧急
抢险。整个过程环环相扣、
“ 演”真“练”实，紧张有
序、忙而不乱。
各林场的防汛演练准备充分、组织有力、有条不
紊、内容丰富，演练过程干群配合紧密，全面演示了
预报、决策、调度、抢险等防汛工作的全过程，充分体
现了应急防汛抢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演
练，切实提高了山河屯林区各林场防汛防洪应急抢
险能力，提升了应急预案和措施的实操性，锻炼了抢
险应急队伍的紧急应变能力，为林场平安度汛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岗位技能培训
提升防灭火能力

文化润企

“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知识竞赛片区赛开赛

美景如画。
美景如画
。
解注意事项，而且每个线路上都配有专业教练，随
时提醒挑战者闯关要点和安全事项。4 条高空探
险线路让成人的探险之旅欲罢不能，而在绳网乐园
“溜达鸡”
、椴木耳、
“笨”鸡蛋、生态猪肉等林区 和树顶漫步 2 条线路上，小朋友们则玩得不亦乐
绿色有机食材，被双鸭山林业局有限公司青山国家 乎。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开拓了孩子的想象力和
森林公园的大厨们加工成一道道垂涎欲滴的佳肴， 创造力，锻炼了合作意识和反应能力。荡秋千、滑
陆续呈上餐桌。这不仅是一次舌尖的享受，更是一 滑梯、攀爬网床……孩子们的笑声盈满了古老的原
场视觉的盛宴。
始林。
日前，以“品森林美食 享生态旅游”为主题的
风车林、风车桥、七彩玻璃栈道……夏日的威
双鸭山林区第一届森林美食节在青山国家森林公 虎山九寨精心梳妆打扮，特色生态景点焕发活力，
园拉开序幕。美食节活动中，文艺演职人员与青山 成为网红“打卡地”。
“威虎山九寨真是避暑纳凉的
景区职工共同为游客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好地方！”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对记者说，风车桥特别
旗袍秀、禅舞、独唱等节目轮番上阵，妙趣横生的表 有童趣，风一吹，风车转起来感觉特别美，所有的烦
演引得在场游客欢笑连连。
“有这么多美食可以品 心事都甩掉了。
尝，还能看到精彩的文艺表演，感受体验青山景区
森工好景色，尽情
“森”呼吸。置身凤凰山空中
的生态环境，下次我还来参加美食节。”现场游客对 花园、威虎山九寨等景区，白云绕青山，清澈的溪水
美食节赞不绝口。
伴随着游客的欢声笑语一路沿山流淌。夏风轻抚，
品尝过森林美食，再来一场林中畅跑，甭提多 五彩的风车如花般轻舞，和着飞溅的瀑布，给心间
爽了。日前，在柴河威虎山九寨景区，随着“砰”的 更添一份清凉。
一声发令枪响，第二届
“威虎山九寨健康森林跑”顺
利开赛，180 余名长跑爱好者如离弦之箭向终点冲
打好生态旅游牌 景区发展再提速
去。
“赛道景色宜人，空气新鲜，一步一景”
“在威虎
生态兴则百业兴。龙江森工集团各景区充分
山景区奔跑与其他地方感觉截然不同，天然的环 发挥绿色生态优势，在做好生态建设的前提下，积
境、新鲜的空气，让我们越跑越有劲儿”
“以后有时 极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式，积极践行“两山”
间一定要再带家人和朋友来威虎山景区游玩，这里 理念，
让生态旅游成为绿色发展新引擎。
的景色太美了！”比赛结束后，参赛跑友们都激动地
在方正林区鸳鸯峰景区内，架设在鸳、鸯两峰
表达着对九寨风光的喜爱，不少跑友就地开启了度 之间，全长 288 米、距地面垂直高度 292 米的“玻璃
假模式。
鹊桥”
上，游客成群结队，
赏景拍照。
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旅游公司经理梁林波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 5 年来，鸳鸯峰景区共
诉记者，
“ 旅游+体育”的经营模式潜力巨大，前景 接待游客超 45 万人次，直接带动了两个林场职工
广阔。举办森林健康跑活动，就是希望能借助这个 群众的增收和再就业。一位退休职工告诉记者，她
平台，进一步聚集人气、拓展旅游市场，吸引更多游 从退休开始就在景区卖林区山特产品，一个夏天能
客来威虎山景区，把威虎山旅游产业做精做大做 赚 2 万元左右。
强。
方正林区生态旅游产业不仅增加了职工群众
的收入，也让他们致富的干劲儿更足了，把当地最
好的林区特产木耳、蘑菇、蜂蜜等产品带到景区，推
创新拓展新项目 景区魅力再增强
荐给游客，又给景区添加了一张亮丽的名片。今
要想增加景区新鲜感，创新旅游项目必不可 年，方正局又发展起果树种植基地、采摘园等特色
少。龙江森工集团各个景区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 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相辅相成，以旅游带产业、以产
极拓展全新旅游项目，赢得新老游客一致点赞。
业促发展、以发展增效益。
“太惊险刺激了！在距离地面 3 至 5 米的高空，
鸳鸯峰景区经过不断完善旅游功能、丰富旅
通过滑索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这感觉太奇妙了！ 游 项 目 、拓 展 旅 游 市 场 ，凭 借 着 完 善 的 基 础 设
我还要挑战‘黑线’！”在今年刚开门迎客的大海林 施、鲜明的旅游特色以及优质的旅游服务，深受
林区太平沟原始林森林探险乐园内，挑战完
“红线” 广大游客喜爱，品牌影响力、游客满意度显著提
的游客赵贵杰被闯关线路深深吸引，又向难度最高 升。
的
“黑线”发起
“进攻”。据介绍，该森林探险乐园根
乘风踏浪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方。龙江森工
据难易程度分为“绿、蓝、红、黑”4 条挑战通关线 集团各旅游景区将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以生态优先、
路，探险者可依照自己的经验和体力，选择想要挑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让天更
战的线路。在这里，挑战者完全不需要担心没有挑 蓝、山更绿、水更清、景区更美丽，以最佳的状态迎
战经验。在进入线路前，专业教练会耐心细致地讲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多彩活动频亮相 景区吸引力再提升

比赛现场。 战鹏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本报讯（战鹏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按照省
委宣传部开展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工作安
排，日前，龙江森工集团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知识竞赛区域赛分别
在鹤立、兴隆、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同时开赛。
据了解，此次知识竞赛是龙江森工集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进
“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全面提升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一次学习提高活动。
赛场上，来自集团所属相关企事业单位的 26 支代表队的参赛
队员们沉着冷静，
踊跃答题，
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和集体智慧，
检验了
林区干部职工对党的最新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认识理解，
以及对党史
学习教育和能力作风建设的全面系统掌握。
比赛现场既紧张严肃又充满趣味性，穿插进行的观众答题活
动，将活动主题与森工当前重点工作任务目标巧妙结合，引来大家
争相抢答。本次比赛后，各分赛区前两名获胜代表队将参加龙江
森工集团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知识竞赛总决赛。
参赛选手和现场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通过赛事活动提升了
政策理论水平，将在今后工作中聚焦森工主责主业，强化能力作风
建设，争当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
“铁军”，为建设现代化新森
工而努力拼搏。

徒步享新景 环看美林城

意气风发。

林麒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本报讯（林麒 冯大军 袁宏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
梅 李健）近日，鹤立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立局）在局址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文化广场，举办了“文化润企筑新梦 携手
共建新森工”职工徒步活动。鹤立局工会精心筹备、认真组织、积
极动员，机关及各基层单位共 22 支代表队、近 500 名职工参与到本
次活动当中。
活动期间，全体队员从文化广场徒步出发，沿局址环线完成了
全程 4 公里的行走。在徒步中，职工们精神饱满、步伐矫健，徜徉
在美丽林城，欣赏夏日景致，
步履坚定，向着
“未来”出发。
大家欣喜地看到，近三年来局址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道路
整洁，空气清新，绿色休闲场所成为了人们健身的好去处，宣传彩
屏、墙体彩绘、文化雕塑共同勾勒出美丽林区建设的新景观。
“文化
润企”
氛围浓厚，职工群众乐在其中。
本次徒步活动为鹤立林区各战线干部职工搭建了运动与交流
的良好平台，掀起了新一轮的全民健身热潮。大家用心感受着林
区的发展变化，将体会与收获融入到各自岗位当中。同时，为推动
鹤立林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森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昂扬的奋斗姿态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森林探险。
森林探险
。

认真记录。

□文/摄 马洪亮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扑打火头时，应从火头两翼接近火线，严禁正
面迎火头扑火，不要穿化纤衣服上山打火……”为全
面提升森林防火人员业务素质和岗位技能，近日，东
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举办森林防火业务培训班。来
自各林场(所)主管森林防火副职、调度员、瞭望员、
专业队员及保护区管理局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森林防火部两位授课老师分别从扑火安全、森
林火灾的扑救和紧急避险、瞭望与通信、森林防火内
业管理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就森林防火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让参训人员了解到森林防火的
重要性，人人都有责任保护森林资源。课程结束后，
对参训人员进行了测试。
大家纷纷表示，这次的授课内容丰富，受益匪
浅，在学习中提高了对森林火灾的认识，是一次提高
森林防火应急能力的培训课，也是一次增强综合素
质的指导课。为提高林区森林草原火灾预防、扑救
及应急处置综合能力，实现安全扑救、科学指挥，杜
绝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及人员伤亡事故提供了理论基
础和实践指导。

小区安大门
筑起
“安全墙”

施工现场。
唐晓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本报讯（唐晓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一
梅 李健）近期，沾河林业局有限公司扎实开展
“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着力将活动成果转化为民生改善
的具体实践，推动为民实事落到实处，组织第二工程
处为各小区出入口安装大门，进一步加强小区规范
化管理，
为小区居民百姓筑起了一道道
“安全墙”。
沾河林区各小区以前一直是开放式出入口，由
于小区和外界没有隔挡，疫情期间人员、车辆出入登
记排查工作存在一定困难，日常管理也存在隐患。
了解情况后，沾河局党委高度重视，购买建筑材料，
组织第二工程处、建安公司制作栅栏和大门，抢抓夏
季适宜施工的有利时期，
开展小区大门安装工作。
日前，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第二工程处的工作
人员正在为红旗小区出入口安装大门，他们采用机
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钻孔、打管、焊接、安装
等一系列工序，许多路过的居民驻足观看，对此举措
纷纷点赞。
据了解，施工单位为全局小区制作大门共 32
套，预计 8 月末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