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大事记

● 2019 年 12 月 30 日，调整
成立了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及成员单位 ；

● 2020 年 2 月 12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印
发《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的文件 ；

● 2020 年 2 月 27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召开全市冬春季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

● 2020 年 4 月 2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召开全市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视频会议 ；

● 2020 年 4 月 16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印发《宝鸡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工作规
则》 《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火目标
责任考核暂行办法》；

● 2020 年 5 月 25 日，宝 鸡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印发

《2020 年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要点》；
● 2020 年 10 月 27 日，宝鸡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组织召开全市冬春季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

● 2021 年 2 月 7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印
发《森林火灾处置信息联动机制》；

● 2021 年 3 月 24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召开全市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

● 2021 年 3 月 30 日，宝鸡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陇县人民政府、宝鸡市应急管
理局共同承办了“生命-2021”陕
西省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综合应急
演练 ；

● 2021 年 5 月 20 日，宝鸡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全市森林火灾扑救指挥员进行
培训。

 ( 本报记者邵菲菲整理）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

近年来，凤县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科学扑救，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属地管辖、先行处置，快速

反应、重兵扑救五大原则，持续加强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连续多年未发

生因森林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和兄弟县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群众祭祖上坟烧纸、春季烧荒等行为

还未杜绝，扑火队伍火灾扑救能力不

足。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宣传教育和

应急演练，强化火源管控，充分发挥

镇村应急广播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的作用，做好火险和气象信息发布，

在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等重点区域

悬挂横幅，张贴森林防灭火宣传标

语，提高群众防灭火意识，扎实开展

野外火源专项治理行动，严控农事用

火、民俗用火、生产用火、施工用火、

野外生活用火，严管上坟烧纸、燃放

烟花爆竹，严查各种野外用火违法活

动，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本报记者 邵菲菲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森林

资源保护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太白县地处秦岭腹地，森林覆盖率高

达 91.31%，森林防灭火任务十分艰

巨。去年以来，太白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严格落实森林防灭火

地方首长负责制，狠抓火源管理、宣传

教育、隐患整治，紧盯重点区域、重点

人群、重点时段，严防死守。全县森林

防灭火形势安全平稳，连续多年未发

生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深刻意

识到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扑火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下一步，我

们在积极申报防灭火建设项目、改善

基础设施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防灭

火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完善扑火机

具，提高扑火队伍处置森林火灾的能

力，为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          本报记者 邵菲菲

山连山、岭连岭、林挨林，走进宝

鸡仿佛走进了绿的海洋、花的世界。

群山苍翠，河谷淌绿，无论是巍巍秦

岭，还是渭河河畔，一幅幅秀美的山

川画卷映入眼帘。

绿是宝鸡的底色。作为全省首

家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国家森林城

市，宝鸡是全省林业大市和重点林

区，是关中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全

市现有林业用地 1902.9 万亩，森林

面积 1506.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55.26%。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特殊的

气候，使我市森林防灭火任务异常

艰巨。

去年以来，我市自觉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生

态建设与资源保护，健全完善森林防

灭火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火灾源头管

控，加强防灭火队伍建设，开展宣传

教育，多措并举狠抓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全力以赴守护好这一方青山绿

水，截至目前，全市未发生一起森林

草原火灾事故。

源头管控
 织密防火网

我市森林草原资源十分丰富，是

全省森林防火工作重点区域，全市 13

个县区中，仅一级火险区就多达 11

个，其中凤县、太白县全境和眉县、岐

山县、渭滨区、陈仓区、宝鸡高新区地

处秦岭山区，防灭火工作形势严峻，

任务艰巨。

为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战役，

我市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调整成

立了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严格落

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特别是行政

首长负责制。重点压实县区、镇街两

级政府和村委会的属地管理责任，

强化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全面实

施森林防灭火网格化管理，通过层

层签订责任书、户户签订承诺书，划

定责任区，确定责任人，确保责有人

担、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

共同织密扎牢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

网。为确保森林防灭火工作取得成

效，市上第一时间制定出台了《宝鸡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工作规则

（试行）》和《宝鸡市森林草原防灭

火目标责任考核暂行办法》，建立了

联络员通报和重要时段、节点会商

制度，细化部门间协调配合联动机

制，明确森林防灭火工作相关考核

指标，有效推动了市、县区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特别是应

急管理、公安、林业等部门的职责落

实，有效杜绝了重特大森林草原火

灾和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想取得

成效，健全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是远远

不够的，还必须加强火源管控。

去年以来，我市坚持“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的方针，不断加强野外火

源管控，相关部门除了加强隐患排

查，清理重点部位可燃物，加强包片

督查，开展野外违规用火专项打击整

治行动外，还加大清明、五一、十一、

春耕、秋收等重点时段、重点部位和

重点人群的管控力度，在发挥 4000

多名专兼职护林员巡护检查作用的

同时，还投资 600 余万元，在凤县、麟

游县、凤翔区等县区新建了 29 套林

火远程视频监控系统，通过人防+ 技

防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加强了源头管

控，将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织

密了防火网。

特别是林火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的建设，有效提高了我市森林草原火

灾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

据了解，林火远程视频监控系

统主要由前端视频采集系统和后台

智能分析处理系统组成。系统以数字

化、网络化视频监控为基础，利用先

进的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自动完成

对视频信号的分析，有效快捷地进行

烟火识别、火点定位，在为森林灭火

工作提供指挥调度依据的同时，大大

降低了林业部门的运营成本和火灾

风险，特别是将恶性火灾造成的损失

降至最低。

组建队伍
 绷紧防火弦

每年的防火季，对我市而言就是

一场森林草原防灭火“大考”，想要顺

利通关就必须拥有一支技术过硬、作

风优良的应急救援队伍。

去年以来，我市统筹森林消防专

业队伍和各县区扑火队伍布局，持续

加强指挥员、消防员、护林员等的森

林防灭火战术技能知识培训，通过开

展应急救援演练，极大提高了应急救

援水平，努力创建了以市级队伍为专

业支撑，县区级队伍为机动增援，乡

镇队伍为扑救主力，村级队伍为辅助

力量的森林火灾应急救援队伍新格

局。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共组建森

林消防专业扑火队 9 支，半专业森林

消防队和群众扑火队 123 支。

凤翔区应急管理局十分注重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机构改革后，该局

第一时间整合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

立了凤翔区应急救援大队，下设 22

个中队，明确了队伍构成、工作职责

和运行机制。他们还构建了应急专家

队伍和灾情信息员队伍，建立了 40

人的凤翔区应急管理专家库，及时组

建了 172 人的镇村级灾情信息员队

伍，为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保障。

除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外，去年以来，我市还先后组织开展

了 27 次火灾应急救援演练，通过演

练检验预案，锤炼队伍。今年 3 月 30

日举行的“生命-2021”陕西省森林

草原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村主任，不好了，咱村牛头山

突然失火了！”当天上午 9 时许，伴

随着电话声，“生命-2021”陕西省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

在陇县曹家湾镇三联村拉开帷幕。

“灾情”发生后，市政府、陇县启动森

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并向应急、林

业等森防指成员单位通报情况。市、

县两级快速反应，派出县林业局专

业队进行处置，按照灾情形势，逐级

报送信息。随着“灾情”扩大，省森防

办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调集铜川市

专业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等地方

力量，联合甘肃、新疆森林消防总队

驻陕队伍进行跨区增援。整个演练

过程中，参与救援的队伍综合运用

以土灭火、以水灭火、灭火炮灭火、

直升机吊桶灭火等多种灭火手段，

采用两翼推进、多点突破、分兵合

围、分段歼灭等多种灭火法有效控

制了火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组

建队伍的同时，我市还不断加强森林

草原防灭火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森

林防灭火物资储备和森林重点火险

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努力提升森林

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全民参与 

筑牢防火墙
“防火常抓，青山常在”“全民总

动员，防火保安全”“森林护我家，防火

靠大家”……沿着 212 省道一路前

行，一条条内容生动、通俗易懂、感染

力强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标语十分

醒目。除了道路两旁，在景区、街道、单

位、学校、厂房、社区、农村等地，处处

可见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标语。

去年以来，我市加大森林防灭

火宣传教育力度，通过“村村通”大喇

叭、广播、电视、微信、横幅、标语等

载体，深入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进林

区、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

进景区、进家庭活动，在春节、清明等

祭祀用火集中时段，春耕秋收农林事

生产用火高发时段，五一、十一等旅

游黄金时段开展专项宣传教育活动，

利用宝鸡日报等主流媒体以及网络、

气象广播站大力宣传《森林法》《森林

防火条例》及 12119 森林火警电话，

播放气象预报和火险等级预报专题

信息。我市还先后投资 90 余万元，支

持各县区在山口要道开展森林防火

短信提醒业务，在市行政中心播放森

林防火宣传短片，统一采购制作 150

面大型森林防火宣传牌，切实提高全

民防火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森林防

灭火工作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全

市共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26 次，

发放宣传资料 2 万多份。

每年到了防火季，在宝鸡的每个

林区、每处山口、每个村庄总会出现干

部群众忙碌的身影，他们在林区巡护

检查、在山口设卡值守、在村庄宣传森

林防灭火知识，用实际行动在西秦大

地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防火墙。

在一代代应急人的坚守下，一幅

山清水秀、万木争荣的大美画卷正徐

徐展开。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生态城

市，宝鸡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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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柏建雄 :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处置能力

凤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斌 :

开展应急演练
强化火源管控

灭火应急救援演练   邵菲菲 摄

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凤翔区督查防灭火工作
邵菲菲 摄

巍巍秦岭   袁炳权 摄

守护好这一方青山绿水
                —— 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邵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