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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

智慧林长平台守护绿水青山
今年，眉县林业局创新思路，投

资 46 万元，在全省率先建成了智慧

林长制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使眉县

开启了现代化智慧管林模式。 

为提高林木管护的便捷性和精

准性，今年以来，眉县林业局由县政

府分管领导带队，分别赴江西省资

溪县、安徽省旌德县考察学习其林

长制工作经验，并结合实际，借助信

息化手段强化林长体系科学高效管

理，在全省率先建成“林长制智慧管

理平台PC 端”。“该平台功能主要包

括信息管理、巡林管理、应急指挥、

系统管理四大板块。”眉县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包括林长制

巡护、古树名木可视化管理与展示、

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等系统，集巡

护监测、森林资源管护、森林防火等

功能于一体。为了提高护林员的工

作效率，发挥护林员一线“吹哨人”

作用，他们还为护林员安装了“林长

通”手机App，通过App 可以实时

反映巡护轨迹，实时上报各类林业

事件及时处理，实时监管巡护工作

开展情况，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字、网

上有台账。

当了 16 年护林员的横渠镇河

滩村村民王义财，负责管护村域里的

4130 亩林地。他告诉笔者，由于林区

面积广，有的地名不太准确，以前上

报工作时难免有失误，现在有了“林

长通”App，定位精准方便，为工作

提供了很大帮助。“只要点击‘开始巡

护’就能进行巡山护林，App 会自

动记录巡护轨迹并实时上报。”王义

财边说边给笔者演示。

据了解，眉县林业局还将此平台

接入了全县包括秦岭北麓重点峪口

的61路视频，并在重要峪口安装了红

外感应语音提示系统，实时对入山人

员进行森林资源保护和安全防护提

醒。此外，还可以随时查看视频监控实

时画面，查证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行为的活动轨迹，做到了“人防+技

防”，实现了森林资源保护监测全覆

盖。“我们还准备通过无人机定期开展

巡护，画面将实时传回系统平台，通过

平台可以实时查看无人机采集画面。”

眉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全县共有各级林长 231

人、护林员 188 人，智慧林长制信息

管理平台的上线，在统筹管理、办公

效率、责任划分等方面让我们得到明

显提升。”眉县林业局负责人说。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市委办、市政府办近日印发《宝鸡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这

是我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重大措施。随着林长制的全面推行，我市每一片林都有了责任
人，每一名林长也都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如何耕好林长制这块“责任田”？目前，凤县早已在我
市先行先试，眉县也率先启用了智慧林长制信息管理平台。请随笔者一起去探访他们的好经验、
好做法。

1. 什么是林长制?
林长制是指将森林（含草原）

和湿地资源保护与发展的职责落
实至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实行党
政同责、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
具体负责、班子成员分片包保的
责任制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制度创新。

2. 新颁布的《森林法》有无
提及林长制？

有。在《森林法》第一章第四
条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
政区域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需
要，建立林长制。

3. 为什么推行林长制？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

态系统，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
性作用。推行林长制可全面提升森
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进一步
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发
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主体责任。

4. 什么是林长？
林长是落实森林草原资源保

护发展的职责第一责任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林长，由
省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 ；设立副总林长，由省级负责同
志担任，实行分区（片）负责。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
可设立市、县（区）、镇（乡）等各级
林长。

我市林长制工作进展顺利
本月底前制定印发县级方案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市林业局

了解到，为了确保年底全面建立市县

（区）镇（街）村（社区）四级林长制组织

体系，我市在印发市级林长制实施方

案的基础上，要求 9月底前制定印发

县级林长制工作方案，10月底前制

定印发镇级林长制工作方案，进一步

筑牢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

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森林草原等生

态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今年以来，市林业局把全面推

行林长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认真谋

划部署，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

行林长制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统

一部署，结合全市森林草原等资源保

护发展现状，印发了《宝鸡市全面推

行林长制实施方案》，为实现宝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实施方案》中设立了市县级总林

长、副总林长，镇（街）、村（社区）设立

林长和副林长。到今年底，基本建成

权责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运行

高效的市县（区）镇（街）村（社区）四

级林长制组织体系。为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市林业局认真学习了安徽

省安庆市、陕西省咸阳市等地成功经

验，拟定了《市林长制工作会议制度》

《市林长制巡查制度》《市林长制信息

共享制度》《市林长制督察考核制度》

等，并征求了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

意见建议，目前正在修改完善，夯实

工作基础。

为推动工作落实，市林业局还建

立了林长制工作周通报制度，对县区

林长制工作推进情况每周予以通报，

切实加快了各县区林长制工作进展。

据了解，目前，凤县作为全市林长制试

点县，已全面建立了林长制组织体系，

宝鸡高新区、眉县、凤翔区、太白县林

长制实施方案已印发，其他县区均起

草了初步工作方案，待修改完善后，按

程序审核后印发实施。

1.6万名林长耕耘责任田
——凤县在全市率先开展林长制试点工作纪实

秋风习习，车辆行驶在凤县弯弯

曲曲的盘山公路上，处处树木葱茏，

仿佛进入了绿色的时光隧道……

管林护林兴林、增绿护绿用

绿……一个个立意新、模式新，责任

明确、制度健全的森林资源保护与发

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初步实现了

“山有人管、林有人看、责有人担”的

任务目标。作为我市林长制改革先试

者，凤县试出了哪些经验？请随笔者

一起去寻找答案！

构建管理新机制
今年 4 月，凤县留凤关镇留凤

关村支部书记伍志航有了一个新身

份——村级林长。“森林防火，防止乱

砍滥伐，保护野生动物，治理涉林案

件等，都是林长的职责。”伍志航告诉

笔者，2 万多亩的责任区，他每隔 10

天就要进行巡视。

今年以来，凤县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创新

森林资源管理机制为抓手，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出台了《凤县全面推行林

长制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建立林

长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组织体

系等。为将全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

作落实落细，在夯实县、镇、村三级林

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凤县开创性地

提出了权责林长这一体系概念。据了

解，权责林长是由不动产权证书或林

权证持证单位法人或个人担任，村有

林权责林长由护林员、秦岭网格员担

任，统筹推进常态化巡查、网格化治

理、立体化监控等“八化”管护措施。

据统计，目前，全县、镇(林场)、村（社

区、林场管护站）、权责人四级林长共

16475人，落实“山有人管、林有人护、

责有人担”的职责，构建起了抓林长、

林长抓的良好工作机制，全县 400 万

亩林地资源管理实现了触底全覆盖。

另外，县林长办还牵头拟定了《凤

县林长制巡查制度》《凤县林长制考

核评价管理细则》等一系列工作制度，

推行林长巡查、督察、督办制度，实行

县级林长每半年、镇级林长每月、村级

林长每旬、权责林长每周、护林员每日

巡查制度。“将林长制推行工作纳入全

县目标责任考核，彻底改变林业部门

唱‘独角戏’的现象。”凤县林业局刘晓

阳说，通过林长制各项制度建设，进一

步夯实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提

升了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确保林

长制工作落实落地。

依托林长制改革，凤县林业管理

体系发生了新变化，林业发展由林业

部门“小马拉大车”转变为各级各部

门“同唱一台戏”。正是这种新的林业

管理体系，有力推动了凤县森林资源

保护工作。

探索宣传新模式
前不久，赵思宇途经凤县丰禾

山隧道十字路口时，发现这里多了一

处标志性建筑，不仅有萌趣十足的凤

椒娘和凤椒郎，还竖立着林长制公示

牌。笔者联系相关部门了解到，原来

这是凤县林业局创新宣传模式的一

个缩影，在此处设置县级林长制宣传

导视系统。

“县级的‘山林之家’设计思路

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基础上，融合‘因林而安’‘因林而

美’‘因林而富’，从而达到宣教与艺

术欣赏的目的。”刘晓阳说，为了让

“林长制”力促“林长治”，凤县林业局

投资 200 万元，在县城及各镇街道显

要位置及各村村委会大院设置了三

级林长制宣传导视系统。“该系统是

从今年 6 月正式开工的，经过两个月

的紧张施工，目前已经全部投入使

用。”刘晓阳说，镇级的“山林文化卷

轴”，是集宣教、休息、娱乐于一体的

实用性多功能宣导亭，而村级的“山

林保护小骑手”更有创意，是村民与

发电单车互动。这种别具一格的宣传

形式，让群众在享受“林长制”带来福

祉的同时，加深了对林业知识的理

解，增强了护林的自觉。据了解，目

前，凤县共设置县、镇、村三级林长制

宣传导视系统 76 套，其中县级系统

1套、镇级系统 9套、村级系统 66套。

为广泛宣传森林资源保护的法

律法规，明确体现四级林长的工作职

责，凤县林业局还积极拓展林长制宣

传渠道，通过微信、环保手提袋等形

式进行广泛宣传，在手提袋上印制

“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发现森林

火灾，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三

种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处置方式。刘

晓阳说：“今年以来，我们共发放权

责林长环保手提袋 2 万个，这种宣传

方式更加直观且深入人心。”

激发林业新活力
凤县是“中国花椒之乡”，每年

7-8 月是凤县大红袍花椒成熟期，当

地群众依靠发展花椒产业，过上了红

红火火的好日子。凤县林业局副局长

马海波告诉笔者，双石铺镇是凤县发

展花椒产业的重点区域，其中，十里

店村最具代表性，今年该村花椒产量

达 30 万斤，产值 1500 万元，人均收

入 1.7 万元，小小的花椒现已成为当

地群众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

如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

化为“金山银山”？今年以来，凤县林

业局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多重功能

与多种效益，着力发展林麝、花椒等

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林下产业，有效

融合森林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需要，

全方位拓宽用绿途径，努力实现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此外，他们还坚

持工程化造林与社会化造林相结合，

人工造林、封山育林与义务植树相结

合，积极拓展增绿空间。据统计，今年

以来，共完成造林 3.16 万亩、封山育

林 0.3万亩、森林抚育 1.25 万亩。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让林业产业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之

路，必须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凤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积极

开展森林资源管护和生态修复，加强

生态公益林和古树名木保护，严守生

态红线。同时，坚持做好森林防火，实

现了重点林区不发生火险的目标。 

事实证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凤县勇于创新探

索，成为我市林长制改革的排头兵，

让“林长”从“无名有实”到“有名有

实”。下一步，凤县将持续优化林长制

运行体制机制，打造一支范围更广、

层面更高的生态绿军，为森林资源可

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温瑶瑶采写整理、拍摄）

全面推行林长制

集宣教、休息、娱乐于一体的实用性多功能山林文化宣导亭

村民采摘花椒

      林长制小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