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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永政〔2021〕17 号

石狮市永宁镇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

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直相关单位：

为落实《泉州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21

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知》（泉森防灭办〔2021〕13

号）和《石狮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清明节

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知》（狮森防灭指〔2021〕11 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镇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认清严峻形势，提前工作部署

1. 认清严峻形势。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民俗用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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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期。冬春以来我镇长期少雨,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森林防灭

火形势依然严峻。按照 3 月 18 日全国、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和石狮市森林防灭火会议精神，进一步压实各级

各环节责任,协同配合,严防死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各项防范工作和应急措施,有效

地保护森林资源、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

2.提前工作安排部署。一是召开专题部署会议，各村（社区）、

各相关单位要认真研判当前森林防灭火工作形势，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于 3 月 25 日前召开一次节前专题部署会

议，全面动员、明确目标。二是集中时间段祭扫，对于我镇 5 座

山的野外祭扫要积极引导群众集中在清明节（4 月 3 日-5 日）集

中时间段进行，要周密安排、责任到人，特别是主要山体所在村

（社区）要主动取消节日休假，保证工作力量。

二、开展隐患排查，强化火源管控

1．落实设卡检查队伍。3 月 30 日前，各村（社区）要在我

镇 5 座山体主要出入口，设立检查卡口，应由镇政府领导带队，

成员由下村干部、下片民警、村（居）两委、村级巡逻队、护林

员、森林消防队员等组成，按照《永宁镇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设

卡检查一览表》（附件 1）报送 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执勤轮班

人员名单，严格执行安全检查，督促群众寄存打火机、纸钱、香

烛、烟花爆竹等容易引起火灾物品，严防一切火种带入山体林区，

严格做到“五有”，即“有一个集中焚烧金桶；有一辆园林绿化

水车或小型消防车、配备水桶 30 个；有一个提醒标志（含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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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有一份禁火通告；有一份森林防火宣传材料（印刷品）。

2．强化防火巡查劝导。各村（社区）要组织护林员、保安

队、村级巡逻队统一佩戴劝导标志，以 3 人为一个小组，携带扩

音喇叭，对宗教场所、公（私）墓区、旅游景点、进山路口等重

点地段开展高密度巡查、提醒，按照平时是护林员，战时是扑火

队员，随身配备灭火器具，力保火情“打早、打小、打了”，并

及时劝导、制止携带火种入山入林，对违反规定擅自在林内烧香

烛、烧纸钱、燃放鞭炮等野外违章用火的单位或个人，要坚决制

止并上报严肃查处。

3．夯实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日常森林火情高发部位，各村

（社区）要开展林地隐患排查工作，提前组织对辖区林区人员活

动频繁地段，如散葬墓区、坟地集中区、寺庙、登山通道、林缘

（林农、林田）周边等重点部位的可燃物、垃圾堆全面排查、清

理，同步开设防火隔离带，严格督促落实农事用火报备，切实降

低火灾隐患风险。

三、加大防火宣传，引导文明祭扫

1．浓厚防火安全氛围。一是印刷宣传材料。镇政府集中用

A2 纸、A4 印刷《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清明节期间在森林高火险

区禁火的通告》（附件 2）、《村（社区）森林防火村（居）民

约》（附件 3）分别各印 500 份、2000 份以上；在各村居公共场

所、进山入口、林区、景区张贴，以及入户分发给村（居）民。

二是利用大型户外电子屏幕等有利位置，在石狮日报、微信公众

号等主流媒体的黄金时段、重要版面，全覆盖、多角度开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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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安全宣传，注重发挥全市森林火灾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大

力普及森林防火法律规章和安全须知，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法律意

识和责任意识。

2．积极引导文明祭扫。在清明节期间，各村（社区）要广

泛发动村（社区）党员、志愿者，结合主题党日和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开展“鲜花换火种”的劝导服务行动，协助各村（社区）设

卡检查，引导群众集中安全用火，树立文明祭祀新风尚。

四、建立协同机制，提高救援效率

1．加强应急值班备勤。镇政府清明节期间至少有一名主要

领导保持在岗在位。镇政府、村（社区）森林防火责任人要全部

到岗到位，加强值班调度，严格实行 24 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制

度，确保信息畅通，处置及时。镇森林消防队伍要集结待命，做

好扑救准备。在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要按照应急预案等有关要

求，坚持“小火当作大火打”“打早、打小、打了”的原则，统

一组织、科学指挥、安全扑救，坚决防止盲目指挥、仓促上阵引

发人员伤亡事故。

2．成立工作专班。清明节期间，永宁镇人民政府成立工作

专班（前线指挥部），按照各成员单位职责(附件 4)，接到指挥

部调动信息后，各村（社区）、相关单位做到及时响应，快速反

应到达现场。全面负责森林火灾的组织扑救工作，根据火场气象、

地形和植被情况以及火势发展态势，召开成员单位紧急协商会

议，快速决策，划分扑救地段，明确扑救责任人，确定扑救方案，

下达森林灭火命令，配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城市管理局（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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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民兵）等扑救力量，下达后勤保障任务，调集火场清理

余火的力量，协调石狮市森防指调动周边乡镇森林消防队支援，

配合上级部门做好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对不服从

指挥、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工作失职的领导和人员给予严肃处

理。

3．统筹安排救援力量。清明节期间，我镇森林消防队要全

部上山巡逻，配合各村（社区）做好护林防火工作，协助各村（社

区）在主要卡口加强备勤，集中待命，保持高度戒备，确保一有

火情，能快速反应，就地扑救，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各

村（社区）要结合实际，临时增聘一支机动保安队伍，扩充救援

队伍数量，提升装备配备水平，保持与森林消防队实时联动，构

建全镇森林救援中坚力量。

4．配齐配足森林灭火装备，提高灭火技能水平。镇政府要

在 2020 年全市统一配备森林消防装备的基础上，对照标准，配

强配足森林消防灭火装备物资，充分发挥器材装备扑救高效性、

安全性。按照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装备物资配备标准，补充高压

水泵、油锯、风力灭火机、电动灭火水枪、数字对讲机等现代化

扑救装备，以现代化扑救装备提升森林消防战斗能力。同时，进

一步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力度，制订业务技能培训计划，每月至少

开展一次森林消防技能培训演练，使队员们掌握森林灭火专业知

识、森林消防理论知识、灭火技能与安全常识、灭火器材及装备

和操作等相关业务知识，为完成火场扑救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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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实各方责任。一要落实领导责任。镇政府党政主要领

导把当前森林防火工作作为践行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举措、深入

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的具体行动来抓，亲自研

究部署，亲自督促指导，亲自检查落实。二要落实主体责任。各

村（社区）要积极推行村民联防联保制度、制定文明祭祀村约民

规、逐户签订森林防火承诺书，切实提升森林防火的约束力。

2．加强督促检查。清明节期间，镇政府成立督导组，深入

各村（社区），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

展上下联动、全方位、立体化的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在岗在位、

火源管理、隐患排查、应急准备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

改措施和责任人，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3．查处违规用火。要严格执行防火禁令，对违规用火行为，

一律治安拘留，针对违规用火导致引发森林火灾事故的，公安部

门要加强执法，严格按照“有火必查，有查必果”工作要求，突

出以案释法成效，从快、从重追究火灾肇事者法律责任。

六、工作要求

1．思想意识要到位。清明节历来是我镇森林防灭火的重点

时期，各村（社区）、各相关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统一思想

认识，其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督促各项工作落实，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快速、科学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2．组织执行要到位。各村（社区）、各相关单位要结合清

明期间森林防灭火的各项工作要求，将《清明节期间值班表》、

《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临时检查站一览表》于 3 月 28 日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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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办（219）。

3．资金保障要到位。为确保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有

序开展，各村（社区）、各相关单位要安排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

火工作专项经费用于森林消防器材采购、宣传培训教育、保安人

员聘用、后勤保障、志愿活动等，保障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费

用支出。

附件：1．《永宁镇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设卡检查一览表》

2．《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清明节期间在森林高火险

区禁火的通告》（印刷格式）

3．《村（社区）森林防火村（居）民约》（印刷格

式）

4．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专班（前线指挥部）

职责

石狮市永宁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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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永宁镇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设卡检查一览表
序号 山名 镇 村 检查站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值勤日期

每日执勤轮
班名单

1 宝盖山

永宁镇

西偏村
牛头山

风炉山

塔石村
白山头路口

秋康山路口

后杆柄村

后面山（杨清山厝前）

后面山（旧老人会后）

后面山（官聘学校处）

2 双髻山

院东村

水霞头

桥内山

清山头

前山头

后杆柄村

后面山（杨清山厝前）

后面山（旧老人会后）

后面山（官聘学校处）

3 大青山

永宁社区
第一社区

郭坑路口

黄金大道信义北区

永宁社区
第二社区

永宁中学旁边

西厝路口

永宁社区
第三社区

峰炉山下

派出所路口

永宁社区
第四社区

山仔脚

沙堤村 猪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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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院南

北山

白山头

南山

郭坑村
金鸡山路口

西山路口

下宅村 大青山

郭宅村

后石溪路口

尾茂蔡建勇三叉路口

天桥路口

沙美村
沙美峰内山路口

沙美南山路口

4
拖帝底

山
下宅村

功德堂

大青山

5

将军山

/将军

山临海

沿海防

护林

沙堤村

猪母石

北山

白山头

南山

新沙堤村
新沙堤入口

红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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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印刷格式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
清明节期间在森林高火险区禁火的通告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各单位：

为加强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我市林区安全稳定，

根据《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清明节期间

在森林高火险区禁火的通告》要求，决定将全市林区在清明节期

间（每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5 日）划定为森林高火险区。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每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5 日，在全市林区实行禁火。

二、对灵秀山、宝盖山、双髻山、五虎山、将军山、虎山头、

香山等重点林区的主要道路实行临时火源管制。

三、在禁火期间进入高火险区的，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

一切野外用火，违者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特此通告。

石狮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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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印刷格式

村（社区）森林防火村（居）规民约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

据《森林防火条例》，结合本村（社区）实际，特制定本村（居）规民约：

一、每个村民（社区居民）要自觉遵守森林防火的有关法律、法规及

各项规章制度。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严禁在山

边、林缘、山田边烧草、烧粪。农业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实行集中用火制度，

非森林防火区实行用火自主登记制度。

二、每个村民（社区居民）都有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义务，一旦发

现山火，应立即向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报告，并自觉参加扑救后勤保障

和做好自身安全（学生、小孩、妇女、老、弱、病、残人员一律不得上山

参加扑救）。

三、每个村民（社区居民）要积极举报森林火灾肇事者，并配合有关

部门调查取证工作。

四、村民（社区居民）不准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不准在森林防火

区内玩火、吸烟、野炊，农事用火要报备。

五、村民（社区居民）在森林防火区上坟时严禁点香烛、燃放烟花鞭

炮、烧纸钱，提倡上坟送鲜花、栽纪念树、网上祭扫等文明新风。

六、村民（社区居民）自留山、责任山由村民（社区居民）各自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

七、对痴、呆、傻、弱智人员，由其家属、亲戚落实好专人看管监护，

避免引发森林火灾；因未成年人、痴呆人员、精神病者引发的火灾，由监

护人承担责任。

八、违规进行野外用火查处属实的，处以 500 元至 3000 元罚款；故

意放火烧山，救火的一切开支费用及所造成损失由肇事者负责，并处以

5000 元罚款，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九、本村（居）规民约的解释权归社区居民委员会。

十、本村（居）规民约自 20 年 月 日起实施，全体村民（社区

居民）及居住在本村（社区）的外来居民要共同遵守。

村委会(社区居委会)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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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专班（前线指挥部）职责

工作专班：全面负责森林火灾的组织扑救工作，根据火场气

象、地形和植被情况以及火势发展态势，召开成员单位紧急协商

会议，快速决策，划分扑救地段，明确扑救责任人，确定扑救方

案，下达森林灭火命令，配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城市管理局（水

车）、武装部（民兵）等扑救力量，下达后勤保障任务，调集火

场清理余火的力量，协调石狮市森防指调动周边乡镇森林消防队

支援，配合上级部门做好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对

不服从指挥、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工作失职的领导和人员给予

严肃处理。

镇安办（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监督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

承办指挥部分配的各项任务；组织调动扑救装备、组织卫生救护

和后勤保障，以及火场清理和看护，确保火灾尽快扑灭。

永宁派出所、边防所（副总指挥）：负责开展森林火灾案件

的火场警戒、辖区设卡执勤、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等

工作。

镇武装部（副总指挥）：负责办理与协调解放军参加森林火

灾扑救的兵力调动；掌握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应急分队参加抢险救

灾情况，协调解决相关保障。

镇森林消防队：派员指导检查各村（社区）森林消防器材装

备的维护保养，参加执勤战备，巡山护林，参与设卡执勤，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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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足森林灭火器材装备，调动指挥森林消防队伍做好重要目标、

重要地段和危险库（所）消防安全保卫和火灾扑救工作。

卫生院：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森林火灾伤员的医疗救治和

火灾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供电所：负责林区电力线路在森林火灾危险地段开设防火隔

离带，并组织人员进行巡护，在森林火灾影响电力线路时及时处

置，确保电力畅通。

各村（社区）：统一组织协调提供保障应急食品、药品及其

它后勤物资，负责辖区外到着火地的接应工作，负责火灾扑灭后

的火场清理、看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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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石狮市应急管理局，石狮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石狮市永宁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 年 3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