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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林业局文件
阳林字〔2021〕38号

阳城县林业局
关于印发《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队伍

整合工作方案（暂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队伍整合工作方案（暂行）》

已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阳城县林业局

2021 年 8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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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队伍整合
工作方案（暂行）

加强“一长两员”森林资源源头管理体系建设是林长制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县森

林资源管理现状和林长制工作推进情况，为确保整合组建一支

专职护林员队伍，构建起科学、高效的森林资源日常管护护林

员网络，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基本情况

全县现有 15 乡（镇）335 个行政村(居委会)，林地总面积

65 余万亩，管护范围广、面积大，但因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已

结束，2021 年中央财政停拨了集体的天保工程区森林管护费，

我县将通过整合管护资金、整合各类管护队伍，组建一支高效

的专职护林员队伍，确保我县的森林资源安全。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三责”共担的原则。森林资源管理工作按照“谁

所有、谁管理，谁主管、谁监管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坚持责

权利相统一和分级属地监管的运行机制，严格落实村集体林地

所有权主体责任、乡（镇）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建立健

全乡（镇）、村级林长为保护森林资源的责任主体、护林员为

补充的管护体系，确保每个山头、每个地块有人管、有人护，

并管得住、管得好。加强沟通配合，相互支持，同向发力、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坚持精准落地的原则。各乡（镇）名额分配按本乡（镇、

街道）林地面积多少，进行布局和安排落实，涉贫的 7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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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 117 名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的脱贫户继续担任护林员。

3.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各乡镇要重新划定管护责任区，

以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的生态林和生态区位较为重要地

区为重点，集中安排。

4.坚持自愿公正的原则。尊重个人意愿，在自愿报名的基

础上按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拔聘用。

5.坚持统一管理的原则。护林员由乡（镇）统一管理，不

跨乡（镇）聘用，原则上在本管护区域内护林。

三、工作目标

通过整合管护山头、整合管护人员、整合管护资金（三整

合），对我县现有森林资源“一长两员”管理架构进行再完善

再提升，确保在今年 9 月底前，完成组建一支专职护林员队伍，

构建起全覆盖、规范化、体系化的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网络，加

强我县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宜林荒山的等森林资

源巡逻和管护力度，搞好防火宣传，控制火源，防止森林火灾

发生，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四、主要任务

（一）整合管护山头，科学划分护林片区网格

乡（镇、街道）按各村森林资源的分布情况，以 1 个或相

邻的多个村科学划分管护区域，组建巡护队伍巡护。巡护重点

为公益林、天然林及退耕还林生态林的区域，管护面积原则控

制在 3000 亩至 6000 亩之间，森林资源在行政村（居委会）管

辖区域基础上结合交通、地形和资源分布情况等情况科学划定

网格，将全县 65.05 万亩林地划定成 158 个森林资源管护网格，

详见附件一《阳城县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网格责任范围划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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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管护人员，统一组建专职护林队伍

根据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护林员的规定，对全县现有各

类护林人员进行整合，统一组建一支 158 人的专职护林员队伍。

专职护林员按照“县建、乡聘、站管、村用”原则，采取县级

负责统筹审定，乡（镇）政府组织聘用、实施、管理。县级林

业主管部门将名额分配到各乡（镇），各乡（镇）负责选拔、

聘用与管理。各乡（镇）按照《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选聘

办法》（详见附件二）的规定和要求选聘落实具体人员。

专职护林员实行“一年一聘”。对拟选聘的专职护林员，

经 7 天公示无异议后，由各乡（镇）与专职护林员签订《阳城

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管护责任合同》。合同一式三份，各乡

（镇）林长办、专职护林员本人各持一份，县林长办备案一份。

（三）整合管护资金，切实提高护林员工资水平

专职护林员管护工资人均不低于 1 万元，具体工资标准为

基础工资 6500 元+工作量工资（管护面积×1 元）+绩效工资

500 元（巡山痕迹、工作表现、乡镇考核、在岗情况等）；每

年为未购买 1+5 综合险的护林员购买人身安全意外保险费（100

元/人/年），以确保其能专心履职、尽心护林。每年总投资约

200 万元，其中：管护工资约 177.22 万元， GPS 巡检费用约

14.78 万元，业务培训费约 8 万元。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联动发力”的原则，通过整

合公益林、天保林管护费补助款等项目管护资金，不足部分由

县财政配套解决。

四、管理要求

（一）加强教育培训。专职护林员队伍组建完成后，由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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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办按照森林资源源头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岗前

培训，强化专职护林员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

（二）实行标准化管理。对专职护林员日常巡护实行规范化

管理，乡镇统一配置护林宣传工具、巡山日志等，统一将护林

员纳入管理，提升日常巡护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确保专职护林

员能够认真履职尽责、发挥管护作用。

（三）工作记录自动化。按照专职护林员管理办法，明确护

林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日常监管。护林员每月巡护不少

于 22 天，防火特险期每月不少于 25 天，详细记录每天巡山情

况等内容。

（四）严格绩效考核。各乡镇林长办将根据巡山记录、巡山

质量，对专职护林员履职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发

放管护工资；500 元为绩效工资在每年年底考核时一次性发放。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作为推行林长制的责

任主体，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

县林长办要加强组织协调，与相关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协调联

动，确保专职护林员队伍整合组建工作顺利完成。

（二）严格考核问责。将专职护林员整合工作完成情况纳入

林长制考核体系，作为各乡镇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考

核的主要考评内容，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参考。

（三）强化资金保障。县林业局、县财政局积极向上争取资

金支持，加强资金整合和配套筹措，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确保林长制工作全面落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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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阳城县集体林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网格责任范围

划定表》

2.《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选聘办法》

3.《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的职责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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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阳城县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网格责任范围划定表

乡镇
集体林地面

积（亩）

网格数量

（个）

巩固生态脱贫护林员数

量（个）

新增护林员数

量（个）
备注

凤城 39335 8 8 含后则腰西山片、洪上村

北留 31392 10 10

润城 20226 4 4 含历山保护区管理的润城村西哄哄片集体林1327亩

西河 8750 2 2

町店 21351 4 4

寺头 21249 4 4

芹池 37563 8 8

演礼 9719 2 2

次营 24916 6 4 2 含原固隆乡

董封 68370 20 20 含历山保护区管理的集体林4148亩

横河 67306 14 12 2 含杨柏片和历山保护区管理的集体林471亩

河北 72843 21 21 含原驾岭乡

白桑 28886 5 5 含盘龙、南窑、上白桑等8个村

蟒河 58786 19 19 含蟒河保护区管理的集体林16944亩

东冶 139848 31 31 含蟒河保护区管理的集体林1750亩

合计 650540 158 11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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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选聘办法
为全面落实林长制，遵从“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尊

重群众意愿，经村两委推荐，乡（镇）级审核审批，由县林长

办备案后，最终确定公开选聘专职生态护林员名单。选聘按照

以下条件：

（1）政治思想觉悟高，遵纪守法，敢于制止各种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

（2）身体健康，原则上要求年龄在 18-60 周岁，能胜任野

外护林工作；因特殊情况，表现优秀的，身体健康的，年龄适

当放宽到 65 周岁。

（3）具有履行职责相应的文化程度，能做好日常巡护记录；

（4）具有工作必需的交通工具及通讯工具；

（5）同等条件下，退伍军人、林业院校毕业人员、建档立

卡脱贫户及熟悉管护责任区域的山情、民情、社情、有护林经

验的人员可优先聘用；

（6）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符合条件：

①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违法犯罪尚未查清的；

②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

③正式在编在岗人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现任村干部；

④其他不适合从事护林工作的。

对拟签订专职护林员管护合同的对象名单，经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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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乡（镇）与专职护林员签订《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

管护责任合同》。合同一式三份，各乡（镇）与聘用的专职护

林员本人各持一份，县林长办保存一份，实施一年一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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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阳城县集体林专职护林员的职责和任务
（1）积极宣传、贯彻林业法律、法规，尽职尽责，做好护

林防火和森林资源保护工作；

（2）按规定定期进行巡山护林，及时掌握林情动态，做好

巡查管护记录；

（3）及时发现和制止乱征滥占林地、乱砍滥伐林木、乱捕

滥猎野生动物、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

制止无效时要及时上报村级林长和林管员；

（4）做好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水源

地周边的管护工作，对生态区域标识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

（5）做好森林防火宣传设施和名木古树宣传标牌等的日常

维护工作，如有损毁及时将具体情况上报，并协助恢复完善；

（6）在乡（镇）的指导下，协助做好森林资源调查、森林

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

（7）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制止违规用火行为，及时清除林

火隐患。若发现违规野外用火，要第一时间向当地村委会、镇

驻村干部和乡（镇）报告，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8）发生森林火灾时，要积极参与火灾扑救，接受乡（镇）

的统一调动，增援扑救其他地区的森林火灾；

（9）协助执法部门查处林业违法案件；

（10）定期向上级林长汇报日常管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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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认真履行管护合同规定的其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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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林业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