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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9 日

鲁 琦 同 志
在全市秋冬季森林防灭火暨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020 年 9 月 29 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这个会议是市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安

康自古以来肩扛两件大事、头悬两把利剑，就是“防汛”和“防

火”，当前防汛工作进入尾声，防火开始进入关键期，因此，今

天的会议非常重要，主要是传达贯彻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总结前期工作，认真研判形势，全面部署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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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冬季全市森林防火和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提

升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效和良好局面，确保全市森林安全、生态安

全。

刚才，市气象局通报了秋冬季天气预报情况，市林业局、市

应急管理局分别就做好全市森林防火、应急救援、松材线虫病防

控、胡蜂防治等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晶华市长传达了省安委会

三季度例会精神和市长赵俊民对全市森林防火和松材线虫病防

控工作的批示要求，一会儿还将作讲话并提出具体要求，请各县

区、各相关部门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切实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9 月 18 日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后，市

防指立即召开指挥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昨天召开的全省安

委会第三季度例会再次传达了全国森林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这就意味着当前全省已经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期。关于

森林防灭火工作，市委、市政府年年研究、年年安排、年年部署，

主要就是因为森林防火工作一直以来是全市秋冬季安全工作中

的重中之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安康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全市各级各部门务必要进一步深化

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做好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这项工作的重要意

义，认真分析当前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前研判，系统谋

划，把各项准备工作做足做好、抓实抓牢。

（一）思想上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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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通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全市森林防火

工作总体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做出了应有贡献。但我们绝不

能放松警惕，切不可麻痹大意，务必深刻认识到今年森林防火面

临的严峻形势。

一是血的教训惨痛。从全国看，仅去冬今春，全国发生较大

火灾 73 起，共接报火灾 23.3 万起，死亡 1335 人，因火致伤致

残 837 人，造成直接财产损失 36.12 亿元，我省周边的山西、四

川、湖北等省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较大火灾，特别是四川凉山州

连续两年 4 月 30 日发生的森林火灾，49 条人命因灾遇难，损失

惨重，触目惊心。从全省看，西安蓝田、宝鸡麟游、咸阳旬邑、

铜川市宜君、渭南市华阴、延安富县、榆林神木、商洛商州、韩

城雷寺庄等地市不同程度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定损失和人员伤

亡，教训惨痛。从全市看，虽然近年来全市没有发生大的森林火

灾事件，但零星小火苗、小火警还时有发生，我们还有永远忘不

了的 2013 年“10.12”旬阳白柳森林火灾，造成了 8人不幸遇难，

这都是血的教训，对数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各级各部门一

定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思想上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工作上不

能有丝毫的纰漏，行动上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必须落细措施，严

明纪律，严密防范，确保打赢防范硬仗。

二是气候形势严峻。一方面，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冬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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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气候形势不利，从 10 月份开始，雨水同期减少、气温同期

升高，高温、干旱、大风、雷暴等极端天气层叠相加，极有可能

出现干旱气候，加之随着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力

度持续加大，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68%以上，林区、山林地面

可燃物堆积增加，一旦着火容易迅速蔓延，全市森林火险等级较

往年持续走高，发生山林火灾风险不断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日趋

严峻。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农村较多青壮劳动力

留家牧耕，进山进林农耕、旅游等活动显著增加，农事违规用火、

野外吸烟、野外搭锅做饭等事件仍然屡禁不止，上坟祭祖焚烧冥

币、燃放鞭炮等陋习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野外火源管控难度

剧增，森林防火任务倍数增大。

三是防范力量薄弱。在硬件方面，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全市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仍显薄弱；在软件方面，防火机制体制调整还

未完全到位，专业队伍力量也较为薄弱，社会宣传氛围还不够浓

厚，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对森林火灾的危害性认识还不统一，还

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加之，这两年部分县区政府分管领导和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岗位调整，一些同志对森林防火工作还不完全

熟悉，还没有参与过防火救火工作，对防范关键点、短板还不能

完全摸清，如果再稍有马虎大意或责任缺失，极易造成无法估量

的灾害损失。因此，各县区、各相关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始终把森林防火这根弦绷紧，必须严

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实抓好防控措施落实，确保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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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森林火灾，确保不造成人员伤亡。

（二）防灭火的各项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

一是防控责任一定要落实到位。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

作，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迎难

而上的优良作风，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各县区要严格夯实“属地

管理”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的要求，压实森林防灭火行政首长负总责、党政同责和县级领导

分片包抓责任，逐层逐级传导压力、细化任务，把责任和任务压

实到镇、到村、到组，到每座山头、每个护林员，确保每座山头、

每块林地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

二是防控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要立足于“防”，突出于“早”，

落实于“细”，千方百计提升森林火灾防范能力。首先，要切实

加强宣传教育，形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浓厚宣传氛围，确保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全面发挥好群防群治的有效措施。林业部门

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职责，组织相关方面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

和宣传方式，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内容的防火宣传，把宣传

工作贯穿于森林防火工作的全过程。通过全方位全覆盖的宣传教

育，有效引导和调动群众参与森林防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变堵

为疏，不断增强群众防火意识、提升群防群治能力。第二，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一定要抓细抓实。9 月 18 日全市森林（草原）防火

指挥部会议上已经对隐患排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这里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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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要按照既定的部署，全面彻底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和可燃物

清理，查清并拔除每一个隐患点，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确保 10 月 10 日前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部完成。第三，监测预报

预警一定要及时、准备、全覆盖。气象、林业部门要加强会商研

判，紧盯气象变化，精密分析、精准服务，科学研判火险趋势，

按照“隐患排查到山头、防火措施到山头、责任落实到山头”的

要求，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预警预报，第一时间将预警送到户、

到人、到山头，为灭火、撤离创造更多应对时间。第四，火源管

控一定要严格。要切实加强野外林区火源防控，认真开展火源管

控“三清”工作，加强对入山作业和耕种人员的火源管控，做好

人员入山前警示教育，重点地区要安排专人负责巡察排查及有序

劝导。对野外用火审批制度要严格把关，如有必要，防火关键期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各防火检查站和检查哨卡要认真把好入山关

口，对入山人员及车辆严格检查登记，特别是防火关键期，要强

化联合执法工作力度，对非法入山人员，坚决挡在山门之外。每

个重点火险区域、地块都要落实具体防火责任领导、责任人，依

法管控，做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火有人防、责有人担，实现

全方位网格化管理。第五，重点人群一定要管好护好。要把“生

命至上”落实到森林防灭火工作始终，特别是重点特殊人员要严

格落实包抓监管监护责任，对农村的孤寡老人、老弱病残、妇女

儿童等特殊人群，一定要“一对一”的监管监护到位，确保不出

问题。任何未受过培训的普通群众，坚决不允许参与扑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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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纪律要求，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一旦发现普通群众参与

扑灭火，无论是否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一律从严追责问责。

三要把应急救援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一是要抓紧完善应急预

案。各县区、各级森林防火机构要根据今年防火形势，及时完善

应急处置预案和领导包联工作责任制，细化各项工作任务，确保

防灭火工作有条不紊、有章可循。二是应急救援物资一定要准备

充足。要备足备齐防火物资，加快对全市防火物资进行清理整理，

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补缺、及时修复，防火物资储备要做到“宁

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一旦发生火灾，防火物资能

拉的出、顶的上、能管用。三是应急救援队伍要加快健全。应急

管理部门要加大专业、半专业扑灭火应急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

施，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及扑火救援演练，不断提高对突发火情

火警的辨别能力和救援处置能力，确保出现火情迅速出击，科学

应对，有效处置。四是应急处置能力一定要持续提升。一旦发生

火情，要根据预案各项安排，同步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行动，防

火责任领导要第一时间赶赴火场现场，组织各专业应急救援队和

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以“及时、科学、果断、有力”为原则，立

即科学指挥处置，集中优势兵力科学扑救，控制火场蔓延，打好

歼灭战，争取“首扑”成功，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三）依法防控各项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要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各项要求，依法做好防灭火

工作。一旦森林火灾案件发生，要坚决依法查处，依法处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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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纵火等违法违规事件，从严从重追究重点责任人、生态护林

员、肇事者等涉事人员责任，并进行公开曝光，形成强大震慑，

绝不姑息。

（四）应急值守一定要落实到位。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

和领导带班值班制度，确保各级防灭火干部在岗在位、信息畅通、

指挥有力。要严格执行信息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应急管理、林

业部门要加强会商，统一信息报送口径，落实好“双报送”工作

机制，由应急、林业部门对口上报，坚决避免瞒报、漏保、迟报。

二、全力抓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

松树是我市极为重要的生态树种，但当前松材线虫病疫情几

乎覆盖了我市松林主要分布区，蔓延势头仍然迅猛，防控形势异

常严峻，生态保护压力艰巨。

（一）思想上一定要高度重视。自疫情在全省蔓延开以来，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并多次对我市防治

工作作出批示指示，也在多个会议上强调要求我们要加强疫病防

控、加快疫木处置，保护好松树这一森林资源。去年俊民市长带

队到省林业局汇报对接工作时，省林业局党双忍局长就讲：“松

材线虫病如果染病到秦岭区域，其危害和追责力度不亚于秦岭北

麓违建别墅问题”。国家林草局也出台了《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

督办追责办法》，对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追责力度可以说是在我

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历史上前所未有。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

度警醒、高度警觉、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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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

感，以更务实、更高效、更管用的强有力举措，确保疫情不在巴

山蔓延，坚决打赢这场“青松保卫战”。

（二）防控工作一定要扎实细致。一要把底数抓紧摸清摸透

摸实。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3 月底，是摸清松材线虫病疫区、疫木

底数和清除枯死松树的关键时期，在去年摸排的基础上，要按照

技术规程，再加力度，加快进度，对之前发现的疫区进行普查核

查，对疫区边缘的区域进行核实登记，一定要把安康尤其是 8 个

已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的县区底子摸清、摸准、核实。二要把工

作责任压实压牢。此项工作落实主要在县区，在基层，要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机制，党委政府“一

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制，对松材线

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负总责。林业部门要发挥好牵头抓总

作用，相关部门要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任务分工，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履职尽责，确保我市疫木防控防治有力有效。三是防控

措施一定要强硬有效。要按照既定防控措施，用好“防、除、堵、

管、打”组合拳，强力推进工作落实。“防”的方面要实在，林

业部门牵头，要履行好监测、排查、预防职责，加快树干注药、

飞机防治、生物防治等新技术全面应用。一旦发现疫情必须立即

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并迅速组织开展除治，凡

瞒报、谎报疫情的，要坚决严肃追责问责。“除”的方面要彻底，

要坚持就地焚烧和粉碎相结合的方式，采取专业队作业方式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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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死松树清理。公安机关要主动配合林业部门加强疫区和疫木管

理，严禁疫木加工利用和调运，确保疫木不因人为原因流失，疫

情不因人为原因蔓延，一旦发生违法违纪行为，要及时移交纪检

监察机关从严从重从快处置。明年 3月底前，务必要全面完成所

有枯死松树的清理销毁工作任务。“堵”的方面要堵死，要严格

实施松材线虫病检疫封锁，充分发挥全市 50 个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临时检疫检查站点作用，细查严堵，堵死看牢，确保本地疫木

出不去、外地疫木进不来。“管”的方面严格，要依法实施监管，

严格控制采伐指标，坚决杜绝商品性采伐松树。要严格落实加工、

外调、除治等各项工作措施，杜绝违法违规运输加工、使用染病

疫木及其制品现象发生，坚决阻截松材线虫病自然传播和人为传

播。“打”的方面有力，公安机关要主动出击，全力配合林业部

门加大植物检疫刑事案件查处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三）工作纪律一定要严明严肃。国家层面对松材线虫病生

态灾害有了明确的追责办法，市上也要根据实际研究制定松材线

虫病防治追责办法，并且此项工作从省到市到县都已经纳入了年

度目标责任考核负面清单，要进一步严肃防治工作纪律，确保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各项防治任务。

三、切实加强对“两防”工作的统筹协调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对本辖区内“两防”工作

全面负责，各县区党委、政府“一把手”要切实把“两防”工作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市上政府常务会议已专题研究部署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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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作，县区也要专题研究，迅速部署，及时解决工作中人的

问题、钱的问题、队伍的问题，并纳入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同时，

要统筹好决胜脱贫攻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以及打好大气污染防

治和蓝天保卫战等各项重点工作，做到互促互进、相得益彰。

二要统筹紧密合作。“两防”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范围大、

任务重，不单单是林业、应急部门两家的事情，各级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和林业重大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统筹抓好“两防”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三要完善工作机制。要用防汛有效工作机制抓好“两防”工

作，坚持现有的森林防火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尽快完善松材线虫

病联防联控机制。要充分整合和利用好基层工作力量，强化和落

实县级领导包镇、镇办领导包村、村级负责人包组、森林防火指

挥部成员单位包重点区域、护林员包山头地块的“五包责任制”。

9月 25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今年森林防火工作在体制没

有完成交接、转隶之前，仍然由森林公安机关负责，要切实做到

队伍不散、思想不乱、工作不断、干劲不减，绝不允许出现推诿

扯皮、工作断档和责任缺失。

四要加强能力建设。“毙敌一千，自损八百”是防火工作的

大忌，要不断提升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生物灾害应急能力建

设，要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层层抓好森林防火指挥员、值班员、

护林员和森林消防队员等“四员”培训，要把此项工作纳入各级

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之中，全面落实人防、技防、物防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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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项目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十四五”项目策划谋

划和争取力度，确保有钱干事、能干成事。

五是严格督导检查。市林业局要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两防”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常态化督导指导与督查检查结合，定期通报

工作进展，定期研判分析形势，及时研究解决“两防”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同时要强化责任追究，对履行职责不到位，工作落实

不力，甚至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追究

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纪惩处。

借此机会，我再强调一下当前胡蜂防治有关工作。市卫健委、

市林业局牵头，一方面要加强胡蜂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深刻汲

取 2014 年胡蜂伤人事件惨痛教训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胡蜂是

森林有益生物物种，是食物链的一部分，能有效保护森林生态资

源，要把宣传教育重点聚焦到保护、防治、救治上来，从源头上

统一思想、增强认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事件发生；一方面要加

强胡蜂救治工作的能力建设，一旦发现被蛰事件，要采取有效的

应急办法快速处置，尽快赶往专业医疗救治机构接受治疗，切不

可拖延、自行处置；同时，10 月开始全市气温同期升高，也是胡

蜂活动猖獗时期，对重点区域的胡蜂巢穴要及时排查发现，由专

业处置人员科学安全摘除。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负责加强近

期胡蜂伤人事件等有关方面的舆论监测和引导，坚决杜绝小事件

引起大波澜。

同志们，“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间”，保护好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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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关乎生态建设和民生福祉。当前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防

治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有知无畏的担当，创先争优的精神，全力打

好“两防”攻坚战，为维护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建设西北生态经

济强市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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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监委，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