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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的风光向来吸睛。春风又绿

江南岸的时候，林区人家放归的狍子还在

冰天雪地里卖萌。花开时，万丛杜鹃披瑞

雪……“我们这里，摄影不需要为‘长枪短

炮’烧钱，手机拍摄就足以带来视觉冲击。”

被誉为林区摄影家的内蒙古森工集团阿尔

山森林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河说，林子

美了，好照片随拍随得。

左手砍树右手栽树

曾有人比喻，中国的大兴安岭、南美的

热带雨林，是“地球的两片肺叶”。大兴安岭

横亘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出于管理方

便等考虑分为两片：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和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其中，内蒙古大兴安

岭林区主体功能区面积 10.67 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内蒙古森工集团

辖区面积相当于江苏全省面积。

内蒙古自治区于 1952 年成立森林工业

管理局。内蒙古森工集团最庞大时，下辖 68

个处级单位，林区面积横跨两个盟市 9 个旗

县，形成了完备的森林工业体系。“一五”期

间，大兴安岭的“大木头”产值占同期内蒙古

全部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林业生产大干快上的同时，林区决策者

也陷入沉思。针对林区有些地方存在严重

过伐、皆伐，只伐不育、重伐轻育现象，林业

局确立了“边采边育、采育结合”的方针，并

开始建设营林村：一个村按 3000 公顷规划，

定居 10 户，每个劳动力管 300 公顷林子，林

业局在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上世纪 60 年

代，大兴安岭林区形成了‘青山常在、永续利

用’的共识。”内蒙古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佰山说，“为了把这一理念变成务林

人的行动，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左手砍树、右

手栽树。”一棵棵大树出深山，一片片幼林在

成长……在大兴安岭林区，随处可见百万亩

人工林纪念碑。

近70年，几代务林人始终保持生态保护

的战略定力，更新造林 2000 多万亩。如今，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陆生野生动物达 375

种，较 2000 年增加 34 种。森林面积由开发

初期的 6.63 万平方公里提高到目前的 8.37

万平方公里，活立木总蓄积量由开发初期的

6.62 亿立方米提高到目前的 10.33 亿立方

米，森林资源实现了长大于消，在祖国北疆

筑起万里绿色长城。

林区保护做加法

2015 年 3 月 31 日，根河林业局万米采

伐能手王铁昌和工友完成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最后一棵天然林的采伐作业，并为最

后伐倒的树木系上红绸，这棵大树被永久

留在原地。自 2015年 4月 1日起，内蒙古大

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正式挂锯停斧。实施

天保工程以来，林区主动减产再减产，木

材产量由工程实施前的每年425万立方米调

减到110万立方米，直到全面停止天然林商

业采伐。

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史也是一部改革

发展史。从内蒙古林务总局更名为森林工

业管理局，再到内蒙古森工集团，国有林区

管理机构曾经 8 次更名，12 次转换隶属关

系。无论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如何变化，内

蒙古森工集团始终把保护生态作为主责

主业。

大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史，也是内蒙

古森工集团的拼搏奉献史。如今，生态产

品供给有了纵向补偿机制，国家每年下发

停伐补贴、造林补贴、抚育补贴。但横向补

偿机制还没有破题。比如，生态产品受益

地区和生态产品供给企业尚未形成深度合

作；林区道路年久失修，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依然薄弱；由事业管理恢复企业运营，产业

链条延伸不足，科技含量有待提升……“面

对复杂严峻形势，林区上下既要奉献，更要

拼搏。”陈佰山说，“着眼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内蒙古森工集团于

变局中开新局。”

2018年以来，内蒙古森工集团牢固树立

“全员大保护”理念，实行“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四级管护网络责任体系，逐级落实管

护责任，森林资源全部纳入管护面积，形成

了覆盖全林区的以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为主

体、资源监督和资源监测为两翼的“一体两

翼”森林资源管护监督体系。在年度绩效考

核责任书中将生态保护建设指标权重调整

到 55%，初步建立健全了以林地保有量、森

林覆盖率、森林质量、护林防火、有害生物防

治等为主要指标的生态保护建设绩效考核

标准。有序推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剥离，与

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确定了“交得出、接得

稳、管得好、可持续”的交接原则，分别签署

移交协议。与属地政府合力改善林区基础

设施，编制完成了林区公路、铁路、机场、信

息通讯等规划，4611公里林区公路纳入五级

交通路网规划。

目前，盯人、灭火、防虫成为内蒙古森工

集团保护生态的常规动作。2018年以来，实

行森林管护站、木材检查站、防火检查站“三

站合一”管护模式，克服极端天气多发等诸

多不利因素，高效扑救156起森林火灾，当日

灭火率达到 98.6%，单位受害森林面积下降

至 0.19‰，有力保护了重点国有林区生态

安全。

共享生态红利

最新定位为“特殊功能类企业”的内蒙

古森工集团在产业路径设计上遵循“因养林

而养人”，通过生态产品的增值传导生态衍

生品的增值。

在设计具体产业之前，内蒙古森工集团

先明确养林目标，把筑牢祖国北疆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摆在重要位置，从“守、防、提、保、

管”五方面守护生态底色。坚决“守”：配合

属地政府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巩固毁林

开垦专项整治成效，守好这方碧绿、这片蔚

蓝、这份纯净。严密“防”：提高森林火灾防

控能力、扑救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推进构

建森林草原防灭火一体化工作体系，推动重

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治管理综合平台建

设。努力“提”：深入实施东北森林带生态保

护和修复等工程，加强森林经营和木材战略

储备，高质量完成科学绿化和退耕还林工

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十四五”

时期，森工集团计划造林绿化175万亩、森林

抚育1625万亩。加大“保”：推进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加快建立以典型性、原真性、完整

性为核心内容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多样

化优质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十四五”时

期，力争将21处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列入

自治区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湿地

修复面积 5000亩，退耕还湿面积 9000亩，湿

地保护率超过 55%，重点野生动植物种数保

护率达到 97%。全面“管”：创新管护机制，

优化调整管护布局和力量，推进落实林地、

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保护

制度。

“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方向，

我们着力打造生态产品基地，努力构建木材

储备、旅游康养、林业碳汇、苗木培育、绿色

食药等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森林产业

体系。”内蒙古森工集团副总经理牛广忠说，

目前，集团已经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林下

产品公司和碳汇公司。

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已先后打造

1个国家 5A级旅游景区、3个 4A级旅游景区

和多个 3A 级旅游景区，满归、根河等 9 个森

工公司先后入选森林康养基地名录。

每年入冬，金河森工公司的“中国冷

极村”就会登上热搜，“零下58摄氏度的问

候”已成为叫得响的林区旅游品牌。金河

森工公司金林林场管护员程善忠和妻子将

自己家改造成具有东北特色的民宿，游客

经历奇寒之后回到热炕上，烫一壶老酒，

品山珍美味，看大雪封山，常常乐不思

归。“每年10多万元的收入，过去想都不敢

想。”程善忠说，“旅游让林区火了，我才

彻底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

绰尔森工公司率先为大兴安岭林区碳

汇经济破冰。早在 2014 年，就进行 VCS 标

准林业碳汇项目开发，2015 年，举办了第二

届中国绿色碳汇节。今年 4 月份，又实现了

首宗林业碳汇项目公开挂牌转让，迄今已经

实现碳汇收入 419 万元。“发展碳汇经济，是

林区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所作的贡献。”

绰尔森工公司总经理宋永利说，公司下一步

计划开发 CCER 碳汇造林和人工森林经营

项目，结合原有的 VCS 项目，形成能够进入

自愿减排和强制减排交易市场的完整林业

碳汇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森
林位居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地位。从人类历
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森林既是人类进化的避
难所，也是人类生存的栖息地。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物质
供给比较充分繁荣的时代，人民群众迫切需
要生态产品的丰富和繁荣，赋予了林业前所
未有的历史使命。林业发展必须主动服务
于国家战略大局，即稳步扩大森林面积，提
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处于东北森林带
的核心腹地、北方防沙带的前沿阵地，在我
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稳步推进，林区森

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内蒙古森
工集团既是绿水青山的忠诚守护者，又是金
山银山的高效创造者。2018年至 2020年，
内蒙古森工集团联合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
位观测研究网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典型林业生态工程效益监
测评估国家创新联盟组成科学研究团队，开
展了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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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8年为评估核算
基准年，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
值量为每年 6160亿元。以此为依托，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推进建设碳汇基地、商品林
储备基地、绿化苗木基地、生态康养基地、绿
色林特产品培育加工基地，为建设美丽中国
作出新贡献。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机制，是
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正在推行生态GDP核算，对林业生态效
益价值量化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只有将林业
生态效益价值量化，才更能激发全民保护生
态环境的自觉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

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小米、京东等几家互联网

企业纷纷给员工加薪，让旁观者大

呼羡慕，也反映出人才竞争火热的

态势。

7 月 2 日，小米向 3904 名员工

总计授予 70231664 股的股票。短

短几天，7 月 6 日，小米再次宣布重

磅股权激励计划，向技术专家、中高

层管理者和新十年创业者计划入选

者 等 122 人 ，总 计 奖 励 1.2 亿 股

股份。

7 月 13 日，京东宣布自 2021 年

7月 1日起，两年内要将员工平均年

薪由 14 薪逐步涨至 16 薪，在 2021

年 7 月之前的基础上直接涨薪 2 个

月。紧接着，腾讯于 7 月 14 日发布

公告称，拟向不少于 3300 位奖励人

士授予共约 240万股奖励股份。根

据腾讯的当天股价计算，约合 11.21

亿元，若以 3300 名员工计算，平均

每人能获得34万元。

这些头部互联网企业为何都忙

着给员工加薪？按照京东的说法，

企业对员工好，员工才能用真心去

服务客户，客户才能用信赖回馈企

业——这是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商

业逻辑，但也是被京东证实的非常

成功的商业逻辑。

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企业对

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强烈渴望。

以小米的股权激励计划为例，计划

的最后归属日为 2030 年 4 月 1 日，

有为期 10 年的锁定期。小米还有

约 700 名优秀青年工程师，入选小

米最新人才激励项目“青年工程师

激励计划”。良好的激励机制是吸

纳、留住青年技术人才的基础，也能

增强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忠

诚度。企业通过多层次的股权激励机制，锁定了稳健、向上、

高效的创业组织，同时，加大青年人才的发掘培养和梯队接

替，这样才有利于维持互联网企业的基业长青。

作为对创新性和技术性要求更高的互联网企业，“得人才

者得天下”。正是依靠我国作为互联网大国的基础优势，加上

互联网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才孕育出我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

的许多行业巨头。当前，互联网企业竞争更加激烈，人才竞争

谁都不敢松懈，一旦发生关键人才流失，或是在开拓新领域时

难以引进人才，互联网企业将很难持续发展。特别是头部互

联网企业，必须通过巩固和扩大人才优势，在尖端人才储备和

应用方面形成独特优势和足够深的“护城河”，才能守护自身

发展优势。

对人才的重视和投入，还能够传导正向激励，激发人的活

力和动力。首先应当看到，股权激励这类措施，大部分都是面

向中高端人才和核心关键岗位，也有面向青年人才的成长计

划，有利于发挥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只要是人才，就有可

能被互联网企业选中；只要奋斗和付出，就能跟随企业的成长

享受发展的红利。同时也要注意，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也面临着诸多“卡脖子”问题，互联网企业的人才激

励政策应当与加强基础和前沿技术攻关结合起来，在掌握核

心关键技术上取得更大的突破，提升我国互联网企业的硬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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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头 经 济 ”到 碳 汇 经 济
——内蒙古森工集团绿色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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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游客在林间小憩。 （资料照片）

图②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林下木耳。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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