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十三五”期间的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与动能转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以筑牢祖
国北疆生态屏障为己任，追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三五”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与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与绿色价值核算结果显示：林区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每年总价值为 6160 亿元。“着力在促改革
上聚活力，林区才能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中国森林资源绿色核算、国家级公益林生态系统服务监测与评估领域首席
科学家王兵给出这样的评价。

按照中央总体部署，2020 年 8 月 1 日，自治区决定恢复内蒙古森工集团运营。这是国家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大实践
探索，标志着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改革发展跨入新阶段。

2020 年 9 月，内蒙古国有林区改革传递出好消息——国家验收组对内蒙古国有林区改革情况开展实地验收，验收评分
为 98.8 分，总体评价为“优”，通过国家改革验收。

算好绿色账算好绿色账 走好绿色路走好绿色路 打好绿色牌打好绿色牌
——内蒙古森工集团“十三五”改革发展纪实

□刘玉荣 刘洪林

顺应大自然 算好绿色账

与 时 俱 进 推 出 企 业 战 略 规 划 。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有林区改革指
导意见》。内蒙古森工集团快速响应，积极
落实，全力推进，如今基本实现了保护和发
展森林资源，改善生态和民生，增强林业发
展活力的改革目标。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伐，年停伐
木材 110 万立方米，累计停伐木材产量 583
万立方米，减少森林资源消耗约 1065 万立
方米。林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生
态功能明显提升。

全林区社会职能全面移交完成，在先期
完成林区中小学、医疗卫生、广播电视、森林
公安等职能、人员、资产剥离移交后，2016
年起又对林区计生、住房公积金、“三供一
业”进行剥离，共移交“三供一业”及市政环
卫等公共服务职能机构 22 个，剥离移交人
员 4411 人、账面资产 6.76 亿元。

林区森林资源管护成效不断提升，全部
落实了森林管护责任，充分利用智能监控网
络等先进技术，在森林管护、森林防灾减灾
智能化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林区森林资源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强，自
治区党委、政府将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
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出台了
30 多项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制度办法，开展了
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系列专项行动，
重点区域涉林违法案件量呈断崖式下降。

林区地方协同推进林区职能转变，各林
业中心城镇给排水、文体设施、电网改造、垃
圾污水处理等均已纳入属地规划，在棚户区
改造、安全饮水、电力通信、文化医疗、人居
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实现了
与属地一体化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管
理能力得到显著改善。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民生保障水平显
著提升，分类转岗安置了与木材生产相关的

职工 16510 名，解决了 5.6 万名混岗集体工
养老保险统筹问题；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比
例由 6%提高到 12%，启动了企业年金；在职
职工全员参加“五险”，养老保险纳入自治区
统筹。职工年均工资超过 6 万元，较改革前
提高了 67%，职工获得感显著增强。

如今，林区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迫切
需求越发突出，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国有林区改革取得的成果，已成为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

2020 年 8 月，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新闻发布会上传出令人振奋的
消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与湿地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6160亿元/年。

这是内蒙古森工集团首次评估森林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森林生态的多种服
务功能价值同样闪现着绿色的光芒：内蒙古
大兴安岭“绿色水库”总价值量为 1646.94 亿
元/年，“绿色碳库”总价值量为 1071.75 亿
元/年 ，“ 净 化 环 境 氧 吧 库 ”总 价 值 量 为
1024.98 亿元/年，“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总价
值为 1246.95 亿元/年。

能够彰显内蒙古大兴安岭在国家生态
安全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远不止于此。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重点国有
林区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寒温带针叶林区，
森林资源面积 837.02 万公顷，其以不到内蒙
古自治区 1/3 的森林面积，贡献了将近 2/3
的森林蓄积量。

生态功能区总面积 10.67 万平方公里，
森林面积、蓄积量分别占全国重点国有林区
的近 1/3，天然林蓄积量占全国的 1/14，湿
地保护率 52.5%⋯⋯这一组组数据体现出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独特的生态价值及地
位。

还有东北森林带的核心腹地、北方防沙
带的前沿阵地、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一连串的名号。
这一切缘自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广大

干部职工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家国情怀，用一双双勤劳有力的双手，如
基石般铸就了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春回大地千峰秀，日暖兴安万木荣。每
逢春季，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林间地头，
随处可见林业职工植树增绿的身影。而造
林季节，正是森林防火紧要期，生产待命这
一方式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各地普遍应
用：造林地旁，森林防火车辆、机具、给养一
应俱全，一旦出现火情，造林队伍随时可变
为扑火队伍，赶赴火场。

一手植绿，一手护绿，两手抓、两不误。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累计完成人工更新造林 3.46 万公顷，补植补
造 10.09 万公顷，育苗生产 733 公顷，总产苗
量 5.2 亿株，提供造林苗木 1.6 亿株。在森林
防灭火方面，“十三五”期间，累计发生森林
火灾 230 起，受害森林面积 20422 公顷，年
均森林受害率控制在 0.5‰以下，当日灭火
率达到 96.1%，人为火灾下降了 70%，2018
年—2020 年连续 3 年实现“零人为火灾”，有
力维护了生态安全。

呵护青山绿水，建设生态文明。由“依
林谋生”全面转向“务林谋管”。“十三五”期
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从思想理念、管护
培育、依法治理、防控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
林区生态保护建设体系，主责、主业意识更
加突出；管护、林政、防火“三站合一”，管护
力量进一步优化；深入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毁林开垦、“绿盾”、河湖“四乱”、违建别墅等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非法侵占林地行为得到
全面遏制，重点区域涉林案件呈断崖式下
降；通过南北互调、靠前驻防、全域巡护、严
格督查等超常举措，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

更换新引擎 走好绿色路

“因林而建，也要因林而兴。要让绿水
青山，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金河林业局有
限公司金林林场管护员程善忠和妻子坐在
自家炕头上，为布置院中场景和接待计划盘
算着。停伐后，这个被赋予童话世界的金河

“冷极村”，为谋求新生，当地依托林海、冰雪
风光和林俗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业，真正实
现从砍树到看树的转变。

过去的 5 年，程善忠尝到了旅游带给他
的甜头，他将自家改成具有东北特色的民
宿，热炕头、东北菜、雪中嬉闹，为他招揽了
不少游客。过去的 5 年，每年 10 余万元的可
观收入，让程善忠时常笑得合不拢嘴，他说：

“从前根本不敢想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旅游让咱林区火了，也让我火了。”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在旅游开发中，营造宣传声
势，开发多元化旅游产品，探索出了一系列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5 年来发展势头
强劲。

如今，林区已先后打造了 1 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3 个 4A 级旅游景区、多个 3A
级旅游景区。94 个重点旅游项目已纳入属
地发展规划，满归、根河等 9 个林业局有限公
司分别入选中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森林健康
养生地、中国森林康养基地等名录。数据统
计，仅 2019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接待游
客 31.18 万人次，旅游服务业实现产值 6970
万元。

创造“美丽经济”绝非只走旅游业这座
独木桥，不断提升生态经济林和林下经济基
地建设，也让林区产业升级成效显著。

2014 年以来，内蒙古森工集团本着“积
极审慎、试点先行”的原则推进林业碳汇发
展，开发储备了 9 个林业碳汇项目。

2016 年 7 月，绰尔 VCS 在美国 VCS 注
册处完成注册，首期签发减排量 38 万吨，于
2017 年—2018 年两批协议销售，取得了国
有林区碳汇交易零突破。克一河 VCS 项目
2019 年获得注册签发，已销售三批次。截

至目前，内蒙古森工集团所属企业碳汇销售
收入已达 191 万元，意向销售额 350 万元。

林下经济是林区转变林业发展方式，是
从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跳跃的助推器，更是
职工百姓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向，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着重
推进了经济林、中草药、食用菌、野生资源采
集等林下经济产业。仅 2019 年，全林区林
下经济实现产值 3.1 亿元，带动就业近 1.4 万
人，人均增收 1.5 万元左右。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升级、小康提
速⋯⋯五年栉风沐雨，五年砥砺前行。“十三
五”以来，从伐木到护木，再到发展特色旅
游，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春赏迎雪怒放的杜鹃花，夏游绿浪翻滚
有水皆清的避暑胜地，秋看层林尽染的五花
山，冬玩坠入雪故乡的童话世界⋯⋯一幅美
丽的生态图景正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铺
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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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民生
打好绿色牌

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在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有 2.5 万余名党员干部以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共同守护着祖国
北疆最浓郁的绿色。

2020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追授
于海俊等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9 年 6 月 19 日，根河林业局原副局长
于海俊在扑救山火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55
岁。他为守护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在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默默坚守 32 年。他守林、爱
林、殉于林，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于海俊同志牺牲后，先后被追授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烈士”“最美奋斗者”“内
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疫
情防控成为当时最紧急、最重要的工作。

越是重要关头，越能映照初心；越在关键
时刻，越显担当精神。疫情防控过程中，林区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挺身
而出、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疫情防控
阻击战最前线，守好主阵地，当好主力军，以
绝对忠诚守护万家平安，以务实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知之愈深、信之愈笃、行之愈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正是林区广大党员干部
用行动践行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生动实
践。

回望“十三五”，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各
级党组织自觉聚焦主责主业，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改革创新，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使“党建+民生”理念在林区各领
域全面铺开、有效落实。

“不仅工资每年都涨，还可以通过人工造
林、补植补造等生产劳动增收，劳有所得,干
得越多挣得越多。”54 岁的刘子春是图里河林
业局有限公司南沟林场的一名管护员，2019
年刘子春通过补植补造、人工造林、退耕还
林、森林抚育等生产劳动增收 2 万余元，工资
增资 6000 多元，薪资待遇持续增长，刘子春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政策越来越好，
收入越来越高，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了。”

党建引领聚民心，服务民生促发展。刘
子春的好日子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务林人
幸福生活的一个缩影。几年来，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务实的民生举措像冬日里的一把
火，温暖了千家万户。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着力
建立职工收入增长机制，职工年人均工资超过
6 万元，较改革前提高了 67%。坚持工资向一
线倾斜，通过安排人工造林奖补、森林防灭火
专项补助等，一线职工人均增收1.5万元。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持
续加大帮扶力度，2017 年—2019 年，筹集帮
扶资金 3108 万元，帮扶困难职工 32014 户
次；发放家庭经济无息贷款 5816 万元，扶持
家庭经济户 2617 户次，提高了职工工资外收
入。截至 2020 年底，企业全国级城镇困难职
工，全部实现解困脱困。一条条饱含温度的
举措，积极回应着群众的“民生关切”；一项项
民生实事的落地，将林区改革发展的成果真
正惠及到职工群众的心坎里、口碑中。

11 月，绰源林业局有限公司翠岭林场、青
岭林场 10 千伏线路合闸通电，这条历时 2 年，
全长 58 公里的通电线路被当地职工亲切地
称为“光明线”“民心线”“发展线”。

“以前，每年春秋两季防火期，山上林场
用电只能靠发电机，每天发电几个小时油脂
消耗很大，大家尽量把电留给对讲机等防火
通讯，厨房里的冰箱成了摆设，手机都不敢
用。如今，林场 24 小时都有了电，咱防火通
讯更畅通了，别提多开心了。”管护员王洪立
高兴地说。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不
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林区道路、通信、垃
圾污水处理、饮水工程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促进林区与周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
时，属地政府与森工集团通力合作，累计完成
投资 6.89 亿元，36 个中心林场全部通了国电，
13 个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林
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你问我幸福吗？我觉得很幸福。”甘河
林业局库西管护所职工杨瑞庭这样说。当初
他们一家人蜗居在林场破旧的房子里，如今
住进了 50 平方米的楼房，他们只花了 2 万元。

通过棚户区改造工程，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完成棚户区改造 17.1 万户，5.22 万户深
远山林场居民搬迁至中心城镇，累计 40 多万
名职工群众享受到了棚改政策，彻底消灭了
危旧房，减少了森林资源隐性消耗，居住条件
得到根本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
幸福。保护好绿水青山，留住独特的林区味
道，实行“党建+民生”，打好“绿色牌”，让良好
生态成为林区振兴支撑点。真正建成让广大
林区人看得见绿，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
得住乡情的美丽生态林区。“十三五”期间，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一项项党建+惠民之举、一
桩桩党建+利民实事，犹如涓涓清流滋润着务
林人的心田，如一缕缕阳光洒遍林区每一个
角落⋯⋯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保存完整的森林区保存完整的森林 、、湿湿
地生态系统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每年创造
高达高达 61606160 亿元的生态功亿元的生态功
能服务价值能服务价值。。图为额尔图为额尔
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原始森林原始森林。。

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建有我国第一支森林
航空特勤队，有力提升了保护森林生态安全的能力。

广 泛 开
展生态教育，
使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深 入 人
心 。 图 为 小
学 生 在 根 河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内 认 识
寒温带植物。

森林观光小火车穿行在莫尔
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泰加林中。

根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引进优良种群优化驯鹿养殖。

绿茵环抱的林海小镇，让务林人拥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图为绰尔林业局有限公司。

阿尔山林业局有限公司已郁闭成林的落叶松人工林美景阿尔山林业局有限公司已郁闭成林的落叶松人工林美景。。
（本版图片均由内蒙古森工集团党委

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