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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出生的李海霞，2007年在长春电

大经营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

和家人一道种植林下参。她现在是梅河口市

小杨乡倒木沟村的副支书、倒木沟村林下参

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理事长。

李海霞2008年入党，并担任了村妇女主

任。肩上的责任让她对创业有了新的认识，

自己富不算富，要把村里的乡亲们都带动起

来，实现共同致富才是真正的创业。随着人

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人参消费日

趋旺盛，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并带动乡亲共同

致富，2011年她带头创办了梅河口市小杨乡

倒木沟村林下参专业种植合作社，总资产400

万元。

倒木沟村具有丰富的林地资源和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林下参的种植与

生长。与园参相比，林下参生长时间更长、

环境更接近于野山参，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很高，非常受市场欢迎。合作社成立后，她

带着乡亲们走遍村里的林地，播参籽、除草、

打药防鼠害，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全村的

林下参种植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合作社林

下参种植面积达到800亩，其中20年以上的

人参100亩、15年以上的人参300亩。合作

社生产的林下参十分畅销，水参坐在家里就

有人上门收购，经过烘干定型加工好的林下

参多销往杭州、上海等地，主要以大城市和

终端客户为主，是高消费人群和礼品人参的

首选，具有良好的销售前景和经济效益。近

几年，合作社年销售收入近200万元、利润75

万元，带动农户51户，平均每户增收10000元

以上。

6月10日，李海霞参加了由省农业农村

厅和省外办组织的赴韩国学习考察。在江原

人参农协听取了人参农协设施及种植现状、

参观了人参加工制品商场后，她感触颇深，韩

国高丽参有着与生俱来的产品知名度、创新

的营销模式、强大的品牌意识和鲜明的品牌

个性以及精美的产品包装，这些正是国内人

参市场经济发展所缺少的，也是以后发展的

方向。李海霞表示，要以此次学习考察为契

机，吸取韩国成熟的产业经验，努力把合作社

办得更好，使产品更有竞争力。

种得“山参”富乡亲
——记梅河口市小杨乡倒木沟村林下参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李海霞

本报记者 张力军

去年以来，白城市洮北全区26位区

级领导、105个部门单位、182名驻村第

一书记、2600多名包保干部、17支脱贫

攻坚战队，不分昼夜奋战在一线，取得了

1.2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村全部

出列，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 6%下降到

0.7%的喜人成绩。

今年，洮北区面临着脱贫摘帽的大

考，该如何给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全区上下务必聚力攻坚，克难奋

进，善谋实干，不成不休，坚决攻下贫困

山头。”在洮北区脱贫摘帽工作部署会议

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书记何野

平擂响了向全区脱贫摘帽发起总攻的战

鼓。

全区开展了“千名干部驻村实施五

帮扶两推动”“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百日

攻坚”等活动，区领导分别按照各自包保

任务和16条脱贫攻坚战线职责分工，与

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镇村干

部话发展、谋出路、想办法。他们既是指

挥员，又是战斗员，在贫困户家中，他们

铁锹、扫帚齐上阵，清垃圾、堆柴垛；在困

难家庭的小园里，打垄、浇水、点籽，每个

人都成了庄稼院里的行家里手。

“有啥活，干啥样？”“谁来干，怎么

干？”对标作战，对表销号，从区领导到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都将工作重点下沉到

脱贫一线，走村入户，访贫问计，对发现

的问题更是不遮丑、不回避，主动认领、

深入整改，为脱贫摘帽奠定了基础。

自5月5日成立以来，脱贫攻坚突击

队始终活跃在脱贫攻坚一线，每到一户，

队员都与贫困户亲切交谈，并认真核对

贫困户信息表，绝不漏掉任何排查信

息。他们以钉钉子的韧劲，对全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短板进行全面核查，并针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对排

查和自查出的问题和不足，各乡镇、村主动认领，立即整改，并做到举

一反三，坚决做到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确保整改到位。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洮北区持续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加大水、

电、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开展村屯环境卫生整治，实施农村环

卫一体化建设。各乡镇、村更是放大自身优势，积极探索脱贫致富出

路。青山镇将村里闲置的房屋打造成美丽农家，打起了休闲“农家

乐”的小算盘，有效激活了农村经济的活水。金祥乡则找到了小庭院

里“金钥匙”，把产业培育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和长久之计，采取

“合作社+农户+订单”的方式，引导村民利用好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

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全面推进“一人一策”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即时结报、门诊慢特病报销、医疗救助兜底等惠民政策，

有效解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从就业到教育，从医疗到住

房……洮北区紧紧扭住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一张

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已逐渐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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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唅 王白石 记者张力军）扶余市着力培养党和政府的

“宣传员”、脱贫致富的“领头雁”、贫困群众的“贴心人”，努力建设一

支“党性强、作风正、能干事”的扶贫干部队伍，助推精准脱贫工作深

入开展。目前，养殖项目、种植项目、光伏项目等产业带动扶贫已初

见成效，全市共注册成立合作社119家，吸收3200多户贫困户加入产

业合作社，推动户均增收1000元，人均增收600多元。

打造深入一线，融入基层懂民意的扶贫干部队伍。全面充实

帮扶力量，重新布局调整了市级领导帮扶任务，抽调383名副科级

以上干部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抽调6492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村干部和普通党员参与帮扶，选派40名优秀干部到建档立卡贫困

村任“第一书记”，实现贫困户帮扶全覆盖。分层次加强党员干部

教育培训，做好政策“宣传员”，切实把政策精神传达到每个支部、

每名党员，对全市334名贫困村村干部、40名“第一书记”及驻村

工作队长和22名大学生村官等进行了集中轮训，有效实现了党员

培训全覆盖。

打造不忘初衷，廉洁自律知敬畏的扶贫干部队伍。制定驻村扶

贫工作管理办法，组建临时党支部，结合“两学一做”“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等制度，狠抓扶贫干部作风建设，重点整顿“节日扶贫”现象

和“挂村不驻村”等帮扶责任落实不到位现象；结合实际建立问题清

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实行挂账销号，明确整改时限，夯实帮扶责

任，使工作抓铁有痕；建立“第一书记”动态召回调整制度，由组织、纪

检、扶贫等部门对“第一书记”帮扶工作进行评议和考核，按照考核结

果兑现奖惩。目前，已对驻村时间不够、履职不力或健康等原因不能

胜任工作的16名“第一书记”进行召回和调整。

打造真抓实干，务实担当有作为的扶贫干部队伍。实施“领头

雁”计划和“一村一品”工程，创新开展“‘第一书记’我为贫困村代言”

活动，目前，全市共打造“第一书记”代言品牌11个。打造“党建领航

促扶贫”品牌，融合“党建+”的理念，把党组织活动内容和形式直接延

伸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通过扶贫干部的“领、带、促、推”，做好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帮扶工作中结合“一户一策”实际为贫

困户出主意、解难题、找项目，架起与群众的“连心桥”，做贫困群众的

“贴心人”。

扶余：“三支队伍”助推精准脱贫

在抚松县万良镇，有一个由各村书记、村主任、包村工作队和包

保领导组成的“万良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群”。

“修树的大剪刀谁有啊？借用一下呗。”万良镇万福村党支部书

记刘乃军在群里吆喝开来。

“庆升村六清一改继续进行中。”“呦，成果不错，我们也不能拖后

腿。”“小屯和高升的花今年质量真是不错，成活率特别高。”……一会

儿工夫，线下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在线上也你追我赶地开始了。

荒沟村种花草、万良村拆违建、万兴村清河道、小屯村清垃

圾……18个村有十八般武艺。

“怎么改变乱倒垃圾的行为呢？找个管用的治理方子呗。”“要想

根治还得改变习惯！”“对对对，从孩子抓起，就得培养好孩子，让孩子

影响大人！”“小手拉大手？咱们给孩子们组织一个主题活动呗？”大

家在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一个大拇指点赞出现在群里。“互比学、共进步，大家辛苦啦，继

续加油干！”看到大家聊得热烈，万良镇党委书记李新森为群里的成

员们竖起了大拇指。

万良镇创新工作有载体
本报通讯员 胡延宾 冯鑫淼

沿着省道102线一路蜿蜒前行，车子缓缓驶入桦甸

市红石林区，路边栽植不久的红松和云杉树苗已舒展嫩

叶，散发出勃勃生机，把道路两侧装点得绿意盎然。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地处长白山腹地的红石

林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通过加强资源管护，发展

林下经济，夯实生态意识，走出一条生态、经济、社会和

谐共进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以绿为基

夯实生态理念，念好“绿”字经

初夏的傍晚，穿过公园绿地，清风习习、花香阵阵，

令人心情舒畅。近几年，红石林区在修缮广场、铺设路

面、增设健身器材、绿化美化、环境整治等方面加大投

入，让百姓实实在在地体会到绿色发展的红利。

实践为本，理念为先。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是红石林区发展的

基本理念。绿色生态，既是红石林区的巨大财富，又是

红石林区的发展优势。

“我们要利用3年时间，把红石林业区建成以红石

国家森林公园为主体的森林旅游小镇，让越来越多的生

态红利惠及百姓。”红石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孙颖奇

说。

森林走进小镇，小镇拥抱森林。绿色发展让红石林

区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空气更清新了。如今，一座秀

水环绕、林城相彰、林水相依、林路相衬、林居相宜的现

代化小镇正展现在人们面前。

亲山近水，森林拥城。在这里，绿色不是一种点缀，

更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民生发展脉络中的主基调，是

关系千秋万代的民生工程；在这里，“绿景”不是一个景

点，更不是小区广场，而是“青山环城、碧水绕城、绿树融

城、繁花簇城”的完整蓝图，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

写照。

“要把生态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林区，使红石林区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孙颖奇表示，要充分发挥红石林区

的生态资源优势，不断夯实和提升绿色发展理念，努力

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护绿有方

加强资源管护，筑牢生态防护网

为呵护好这一方青山绿水、加强林业资源管护、守住

生态底线，红石林区千方百计筑牢森林资源的防护网。

——营林工作全面达标。2013年至今，红石林业局

积极争取营林生产工作量，加大森林培育工作力度，累

计完成更新造林11949公顷，完成中央财政抚育项目

10785公顷，完成育苗83公顷，产苗量完成1.1亿株，完

成天保二期补植补造和改造培育任务12657公顷，完成

天保幼林抚育19.3万公顷。

——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抓好红石、帽山等8

个林场的60个管护站和检查站标准化建设，将二道甸

子、老金厂、白山湖3个林业站升级为经营所，累计完成

管护用房建设39座，落实管护人员1462人，为管护好辖

区自然资源夯实了基础。

——加大森林防火力度。购买防火宣传物资，更新省

级森林消防专业队营房，维修保养森林扑火机具和车辆，

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发布森林防火信息，利用村社的

广播和宣传车进行宣传。

——加大涉林案件打击力度。结合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打击复耕反弹等涉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坚

决打击复耕反弹、巩固造林成果；加大盗伐、滥伐林木等

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确保红石林区森林资

源得到有效保护。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多次组织开展“清山清套”

和打击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检查行动。针对所有餐馆、宾馆、

土特产商店、集贸市场等场所进行全面检查，向经营户宣

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倡导不兜售野生动物，

自觉抵制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产品的行为。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按照上级林业部门关

于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部署，及时全面展开松材

线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的集中普查和检疫监管工作。

截至2018年末，红石林区总经营面积29.99万公顷，

有林地面积27.37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4562万立方米，

平均单位蓄积量162.4立方米，年净生长量41.2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91.26%。

点绿成金

发展林下经济，巧吃生态“饭”

红石林区现有灵芝种植户50余户，种植灵芝近100

万段，年产灵芝30余万斤、灵芝孢子粉近10万斤，产值

达2000余万元。

在国家全面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大背景下，

作为“独木支撑”的红石林区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

2017年，原省林业厅关于森工企业转型发展试点项目

扶持给红石林区带来了契机和希望。在对比“黄松甸

黑木耳”“抚松人参”等产业发展经验后，红石林区立足

当地资源优势，确立了打造汇集产品研发、产品加工、

包装仓储、线上线下销售、观光体验为一体的“森林食

品加工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竭力打造“红石灵芝特色

小镇”。

“森林食品加工产业园采取‘企业搭台，员工唱戏’

的方式，以产业园区为平台，以种养殖基地为支撑，推动

种植养殖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跃升，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孙

颖奇告诉记者。

事实上，依山傍水的森林食品加工产业园只是红石

林区发展林下经济，巧吃生态“饭”的一个缩影。

目前，红石林区已初步形成了灵芝、红松籽、返魂

草、黑木耳、天麻、刺嫩芽、林下参等林下种植经济发展

模式，冷水鱼、中蜂、林蛙、黄牛等林下养殖优质产业持

续发展，“一场一品、一场一业”格局基本形成并逐步壮

大。

(本栏图片由红石林业局提供)

““““绿富美绿富美绿富美绿富美””””是这样炼成的是这样炼成的是这样炼成的是这样炼成的
——看红石林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本报记者 陈沫 实习生 陈卓 通讯员 张彤宇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景色宜人

产业园的灵芝生产基地里灵芝长势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