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就赣鄱最美绿色画卷
——解读《关于进一步完善林长制的实施方案》

本报记者 杨碧玉 实习生 武刚燕 官结影

8月5日，航拍下的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泉田村山水相依、产业集聚、道路通畅。近年来，九龙山乡严守生态保护底
线，培育以特色种植、休闲田园、绿色采摘、红色文化旅游等为主题的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山水生“金”助振兴

●科学设立各级林长，1个乡镇（街道）由1名县级党政负责同志担任县
级林长，鼓励县级党政负责同志同时担任多个乡镇（街道）的县级林长

●加强林长制相关部门协作，探索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加入林长制工作

●到2025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活力木蓄积量达到8亿
立方米，森林资源质量稳步提升

●进一步加大林长制工作督导考核力度，探索开展第三方评估，将考核
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
据，全面落实党政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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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中，两人双腿畸形，一人右手
萎缩。

三人种植太空莲120余亩、竹荪菇50
亩，年纯收入超过20万元，带动周边40多
人就业致富。

同是残疾人，同样怀揣一个致富梦，
许杨波、杨良稻、汪员兴三名肢残农民抱
团创业，挑战命运，用残肢撑起了自己的
致富梦。

三人分别来自贵溪市的金屯镇、文坊
镇、罗河镇，相遇前都有过自己的奋斗经
历。许杨波架着双拐骑三轮车给乡亲们
拉货，成天奔波在村道乡道上；杨良稻外
出打过工，后来回家承包土地种过水稻、
芋头、脚板薯，尝遍了生活的艰辛；汪员兴
烧过砖、开过杂货店、养过兔子，但都不见
起色。2016 年冬，三人一同参加贵溪市
残联举办的种养培训班，相似的创业经历

让他们越谈越投机。一个人创业难，那三
人一起创业，是不是会容易点？他们开始
尝试抱团创业的可能。

抱团容易，可在选择创业门路的时候
三人却犯了难。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适合
自己发展的产业呢？三人查阅网络资料，
借鉴他人经验，最终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领
域——种芋。2017 年，他们成立贵溪市
出山综合种养专业合作社，当年年底便租
下110亩地，开始了首次尝试。贵溪市残
联主动帮助他们申请了贵溪市“阳光助
残”项目扶持资金1.5万元。

翻耕、整畦、下苗……由于初次尝
试，三人几乎天天守在地头。到了收获
季节，收成不错，但数万斤的芋头销售却
把三人给难住了，跑市场，找销售，虽说
卖出去不少，但也霉烂了不少。一年下
来，三个人没少折腾，钱却没赚到多少。

正当他们为来年发展路子忧心的时
候，一名浙江的老板听说了三人种芋的
故事，主动与他们合作。由浙江老板投
资、三人管理，在雷溪镇八甲村租地 900
亩，其中600多亩用来种芋头，剩下的200
多亩地因积水无法种芋头，转包给别人
栽种太空莲。

第二年2月初，芋苗正式下地。正当
大家认为又是一个丰收年的时候，麻烦来
了。由于种植面积大，锄草、施肥每天的
用工需求超过 50 人，周边农村劳动力根
本满足不了用工需求，再加上四五月连续
阴雨天气，芋田遭遇大面积病虫害，600
亩芋几乎绝收。亲人们都劝他们不要再
折腾，可三人不服输：“我们总不能一辈子
靠着救济活下去。”

不久，芋田旁的太空莲让他们看到
了新的希望。“种芋资金投入大，技术要

求高，存在很大风险。倒是种太空莲对
人工要求低，市场需求也大，适合残疾人
创业。”2020 年，三人在许杨波家所在的
金屯镇南坂村租下170多亩水田，开始种
太空莲。唯一双腿健全的汪员兴主动揽
下了下田的活，许杨波和杨良稻也常常
撑着双拐下地帮忙。这一年，虽然由于
疫情影响，莲子价格走低，但除去开支，
三人每人分红 4 万多元。创业路上第一
次真正的成功，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今年，三人与当地种植能手合作种植
了50亩竹荪菇，余下的120亩水田继续栽
种太空莲。如今，太空莲和竹荪菇都进入
了采摘季节。“120 亩太空莲产值接近 50
万元，50 亩竹荪菇收入不低于 20 万元。”
谈到今年的收入，三人脸上浮现出欣慰的
笑容。

目前，合作社社员已由当初的3人发
展到 20 多人，常年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务
工的人员有十多个，年用工支出达 15 万
元。文坊镇吊桥村的吴洪田因脑溢血导
致手脚不便，三人把他带到合作社，做些
除草、剥莲子的杂活，日工资 100 元。吴
洪田告诉记者，自己正努力向三人学习经
验，希望将来也能自己创业。

入秋时节，笼罩在晨雾中的遂川县五指
峰林场大坝里分场，迎来了预约森林游的四
组家庭。瀑布林海、听风赏月、烧烤露营……
一天的森林游，给大家留下了独特的记忆。

上世纪 60 年代，海拔 1400 多米的大坝
里，还是一片贫瘠荒凉的山岭。上百名知青
带着行囊，从全国各地奔赴于此，和当地的林
业工人一起拓荒。山里温差大、风力强、雨水
多，队员们就相互打趣：“老天爷，真听话，热
了为我送凉风，饭后给我倒杯茶。”靠着勤干
苦干，他们在大坝里种植了大量的药材，面积
超过500亩，年交售药材超过2万公斤。

随着国家城乡建设的提速，山外需要大
量的木材，五指峰林场大坝里分场开始由中
药材种植转向森林采育。高海拔山地生长
的原生杉木树形通直，非常抢手，大坝里分
场每年都能输出 2 万余立方米的杉木支持国
家建设。

进入新世纪，实施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后，
受木材替代品和进口木材冲击等多重因素影
响，大坝里分场输出的木材大为减少，开始了
漫长的转型之路。2012 年，大坝里分场被划
为生态公益林保护区，享受国家额定补贴，管
护费逐年递增，剩下的11名工作人员由育林、
伐木，转为护林。

2016 年，35 岁的邓满生调任大坝里分场
场长。面对大坝里路难走、电限量、网不通、
工人奖金发不出的状况，他与总场领导积极
向上级部门争取立项，终于将一条4.5米宽的
盘山公路通进山里。由于大坝里是遂川与井
冈山交界处的“插花岭”，原本只能靠小水力
发电，每天限时供电，碰上干旱就得停电。经
过多方协调，电力部门从山下拉了两路专线，
彻底解决了分场用电、用网的问题。

既然通过采伐林木产生效益的门关上
了，能否依托良好生态打开另一扇窗？大坝
里的干部职工认真思索着。“春赏杜鹃、夏观飞瀑、秋游林海、冬
看雾凇……”深夜的办公室里，时任五指峰林场书记、场长的陈
献忠和大坝里分场场长邓满生把目光投向了森林康养。

通过职工大会表决，大坝里分场作为五指峰林场改革的试
点单位。2020 年 11 月，大坝里森林康养基地和江西罗霄山森
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挂牌运营。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大坝里的良好生态，2019 年，场
里申报了省级自然保护区，从此终结了以采伐为主体的经营
模式。

没钱，怎么搞开发？邓满生借着游客参观、专家调研的机
会大力推介，再一家家单位去跑，争取到专项资金200多万元，
分别用于建篮球场、修游步道和修缮基础设施。

要谋划长远发展，还要不断激活造血功能。今年初春，工
人们在撂荒地带种下500亩茶树。职工里的能人——会养蜂的
刘建华、懂酿酒的张凌云、擅长厨艺的王小红，纷纷找到了施展
手艺的平台，自制的蜂蜜、笋干、原浆酒，纷纷摆上了“知青超
市”的柜台，深受游客喜爱。今年“五一”小长假，50多名当年曾
在大坝里拓荒的知青回到故地，参观“知青展览馆”，重走“知青
路”，追忆往昔，感受全新变化，不禁感慨万分。

通过网络宣传、接洽旅行团、邀请摄友采风，大坝里的名头
慢慢响起来了。目前，康养基地接待游客多达6000余人次。

发展森林康养的转型之路初获成功，邓满生又陷入了新的
思索。“对接旅行社引入大的旅行团，是做强森林康养的重点，
但由于很多旅游大巴无法通过途中限高的隧道口，目前只能开
进中巴车承接20人左右的小旅行团，当务之急是破解通道升级
问题。”他告诉记者。

向山而行，大坝里分场的转型之路正盘旋而上，越走越
宽……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森林资源保护
发展目标责任制”“将检察、公安、应急
等与林业生态保护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
纳入林长制协作单位”……近日，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
善林长制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这是继 2018 年我省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以来，事关林长制
工作的又一纲领性文件。如何解读《方
案》？下一步全省完善林长制将采取什
么措施？

进一步构建林业资源保护
发展长效机制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
势、最大品牌。如何严格保护丰富的森林

资源，进而提升森林资源质量并促进利用？
“《方案》称，要进一步构建党政同责、

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
的林业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加强总林
长发令、林长巡林、部门协作、督查督办、
林长对接工作。”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后各地要科学设立各级林长，1 个
乡镇（街道）由 1 名县级党政负责同志担
任县级林长，鼓励县级党政负责同志同时
担任多个乡镇（街道）的县级林长。同时
加强林长制相关部门协作，探索社会团
体、民间组织加入林长制工作。

根据全省林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方案》完善了林长制工作目标：到 2025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1%，活力
木蓄积量达到8亿立方米，森林资源质量
稳步提升，自然生态保护体系更加健全，

优质林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林长制推行三年来“林有人
护”“事有人做”“责有人担”

夏日炎炎，走入上饶市万年县裴梅
镇，这里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高达80%，
却极少发生森林火灾和盗伐盗采现象，这
是如何做到的？原来，裴梅镇在“林地一
张图”上，详细划分出各级林长和“一长两
员”（即村级林长、基层监管员、专职护林
员）的护林责任区域。护林员在巡山中发
现破坏森林资源违法情况，除了要及时处
置，还通过江西省林长制巡护信息系统及
时上传并报告结果。有效的森林资源管
护体系，让裴梅镇实现“林有人护”“事有
人做”“责有人担”的良性运作。

裴梅镇的情况是我省全面推行林长
制的缩影。2018 年，我省按照“统筹在
省、组织在市、责任在县、运行在乡、管理
在村”要求，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
林长组织体系，组建“一长两员”森林资源
源头管理队伍，全面管护森林资源。目
前，全省共有省级林长 9 人、市级林长 97
人、县级林长1794人、乡级林长15847人、
村级林长35899人。

林长制实施三年来，全省森林督查结
果显示，我省森林违法的问题数、面积和蓄
积量实现了“三下降”，2020年全年共发生森
林火灾57起、过火面积822.18公顷、受害森
林面积409.21公顷，分别下降5%、31.44%、
16.34%，首次实现元旦、春节、清明、“两会”
期间等重点时段未发生森林火灾。

全面落实党政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方案》明确下一步夯实林长制的五
项重点工作，包括进一步压实林长责任，
推动各级林长知责明责、履职尽责；进一
步推进林业资源网格化管理，逐步将基
层监管员、专职护林员队伍打造成集森
林资源管护员、应急事件处置员、政策法
律宣传员、林业技术推广员、森林资源调
查员等多员一体的基层林业管护队伍；
进一步抓实护绿提质行动，严打破坏林
业资源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加强各级
林长办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大林长制工
作督导考核力度，探索开展第三方评估，
将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
据，全面落实党政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终身追究制等。

“《方案》是在充分总结三年来全省
林长制先行先试经验基础上，针对实际
工作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完善并提升，
对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林长制工作的总体
部署。”上述负责人认为，2018 年我省提
出林长制工作要实现森林资源“三保、三
增、三防”目标（即保森林覆盖率稳定、保
林地面积稳定、保林区秩序稳定；增森林
蓄积量、增森林面积、增林业效益；防控
森林火灾、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防范破坏
森林资源行为），《方案》为林长制目标再
明确、任务再细化、措施再强化提供了坚
实政策保障。

“抱团”有力量
——贵溪三名残疾农民共闯致富路

闵续荣 本报记者 钟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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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分宜县分宜镇芦塘村古岭大桥
上拍摄的云霞景象。 通讯员 袁建兵摄

▼8月4日傍晚，都昌县南山公园上空彩虹
辉映，美如画卷。 特约通讯员 傅建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