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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沁政办发〔2021〕13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订《沁水县应急救援指挥体系》和
《沁水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根据 2020 年 5 月 12 日县长办公会议有关森林草原火灾扑

救职责的调整意见和县委编办《关于调整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职

责的通知》（沁编字〔2020〕5 号），将《关于建立沁水县应急

救援指挥体系的通知》中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沁水县森

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沁水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指 挥 长：赵光义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牛正太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志权 山西省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副局长

副指挥长：刘军红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宋海斌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海军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闫海震 县林业局局长

王逢珏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程 鹏 县气象局局长

张广卿 县人武部副部长

白江泽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 员：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

指挥部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

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县森林草原火灾防范预警和治理工作，

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总体规划、重要措施；指导协调森林草原

防灭火风险防控、监测预警，调查评估和善后工作；组织指挥

县级响应重大森林火灾扑救工作，在火灾扑救中林业部门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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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提供技术支撑；决定县级层面应急响应等级并组织落实响应

措施；落实县委、县政府和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交办的森林草

原火灾应急处置的其他重大事项，指挥长在履行职责上侧重于

分管部门工作。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

理局，王海军和闫海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要职责：参与较大以上森林火灾救援，负责组织

协调县域内救援队伍、武警部队及社会力量参与森林草原火灾

扑救行动；组织协调救援物资、装备和后勤保障；协助县委、

县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指挥县级响应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

作，报告和发布森林草原灭火信息。（王海军同志负责）

负责日常防治方面的会议组织、文件印发、上传下达、督

促检查等工作；负责全县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指导、督查工作；

负责制定、修订森林草原火灾专项应急预案以及统筹协调组织

应急救援力量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灭火专项演练；负责

专职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开

展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防控工作，依法对森林草原火灾风险点、

危险源进行辨识、评估、制定防控措施，定期进行检查、监控；

负责制作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并通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

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渠道，及时向预警地

区相关部门和公众发布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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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制度，建立完善林区、草原、村庄、重点单

位等网格化火灾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网格化巡查，定点责

任看护制度和风险防控措施，防范化解和消除隐患；负责开展

火情监测工作，根据森林草原火灾种类和特点，完善监测网络，

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监测

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火灾进行监

测，利用森林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和卫星林火监测系统，及时掌

握热点信息，并组织基层单位进行核查反馈；利用视频监控、

高山瞭望、地面巡护等手段，开展全天候、多方位、立体式监

测，及时掌握火情动态、火场发展态势及周围情况；指导开展

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

场林区和草原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

负责全县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发生森林火灾后，立即采取措

施，做好火灾扑救的技术支撑和现场指挥，做到“打早、打小、

打了”；指导乡（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报告和发布森

林草原防火信息。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和协调推进善后处置工作。

（闫海震同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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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

针，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正确处理因森林火灾引发的紧急

事务，确保应对森林火灾事故反应及时、准备充分、决策科学、

措施有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避免森林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山西省火险预警

与响应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

《草原防火条例》、《森林火险预警与响应工作暂行规定》、

《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山西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晋城市森林

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和《沁水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1.3 工作原则

1.3.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

县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负责协调组织应急预案涉及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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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本预案，分级落实各项应急措施。

1.3.2 协调配合，快速反应。本预案涉及的相关部门，根

据其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应履行的职责，落实各项支持保障措施，

尽职尽责，密切协作，形成合力，确保在处置森林火灾时作出

快速应急反应。

1.3.3 科学扑救、以人为本，安全第一。要坚持以人为本，

依法治火，科学扑火，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努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把森林火灾的损失

降到最低。

1.3.4 提高警惕，常备不懈。经常性地做好应对突发事件

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建立应对森林火灾事件的有效机制，做到

常备不懈，快速反应，处置得当。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本县行政区域或威胁本县森林草原资

源安全的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和扑救。

1.5 森林火灾级别

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森林火灾级别分为一般、

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

1.5.1 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下或者其

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3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 人

以上 10 人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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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较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上 100 公

顷以下，或者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的。

1.5.3 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 公顷以上 1000

公顷以下，或者死亡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50 人以

上 100 人以下的。

1.5.4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 公顷以

上，或者死亡 30 人以上的，或者重伤 100 人以上的。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应急指挥机构

沁水县人民政府设立沁水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以下

简称“县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县森林火灾应急扑救和抢险

救灾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指 挥 长：分管应急副县长、分管林业副县长。

副指挥长：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副局长、县人武部副部长、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林业局局长、县气

象局局长、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成 员：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林

业局、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能源局、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县医疗保障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民政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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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中小企

业发展促进中心、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县气象局、县公路段、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供电公司、县融媒

体中心、县联通公司、县移动公司、县电信公司等单位主要领

导组成。

县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县防办”），

为县指挥部常设办事机构，承担县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

任（应急管理局局长、林业局局长）。

应急值班电话：7022915 7022671 12119

县指挥部下设扑火救援组、医学救援组、安全保卫组、后

勤保障组、案件侦破组、新闻报道组和专家组。

各乡（镇）人民政府和驻沁各林场（自然保护区）及牧场

成立相应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指挥机构。

2.2 应急指挥机构职责

2.2.1 县指挥部职责

组织协调全县森林火灾预防预警工作；发生森林火灾时，

根据县防办的建议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负责协调有关部门调

动扑火力量扑救森林火灾，做好扑火救灾的综合调度、物资保

障、技术咨询和现场督导以及灾后处置等工作；决定启动和终

止应急响应；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

府交办的其他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事项。

2.2.2 县防办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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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县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执行县指挥部的调度指令，贯

彻落实县指挥部的工作部署；协调处理森林火灾应急工作中的

具体问题；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会商森林火灾发生发展态势，

责成相关单位收集、调查和评估森林火灾损失；沟通上报火情

信息；完成县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工作。

2.2.3 县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政府办：协助指挥部做好森林火灾扑救工作中的组织协

调、物资供应、力量调度、及生活保障工作。

人武部：根据指挥部要求，负责组织指挥民兵、预备役部

队参加森林火灾的应急救援工作。

县委宣传部：协调新闻媒体做好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

做好舆情监测和网络舆情调控。

县公安局：负责配合森林草原火灾案件的侦破工作，指挥

相关乡（镇）公安派出所实施森林火灾现场治安维护、交通管

制；加强对林区火灾扑救期间的治安管理。

县应急管理局：发生较大森林草原火灾时，组织、协调应

急救援力量进行扑救；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

并组织实施，会同县发展和改革等部门建立健全全县应急物资

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负责组织协调各有

关部门做好森林火灾扑救的物资保障、机械设备等工作；承办

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森林扑救任务。

县林业局：负责全县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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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

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会同县应急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气象局等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监测预

警和火灾报告制度，依法统一发布灾情；负责储备森林防灭火

救援物资和装备；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

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县直国有林场林区和草原开展防火宣传教

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负责县直国有林区和集体所

有林区森林防火工作，督促县直国有林场及县直林区生产经营

企业、加强火源管控，建立完善林区野外用火管理网格并指导

落实。负责承担森林火灾分析、评估、审核相关信息收集和技

术咨询等各项工作；负责灾后过火面积、损失的调查统计、上

报等工作；会同公安、消防各部门调查起火原因；做好本预案

的修订和演练等工作。

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负责所辖林区内森林火灾信息的收

集、分析、评估、审核和上传下达等各项工作；负责灾后过火

面积、损失的调查统计、上报等工作；会同当地公安、林业、

消防调查起火原因。

县发改局：负责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安排；负责协

调安排救灾物资储备、调配、供应工作。

县财政局：按照县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将预防和扑救森林

火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及时安排拨付；负责森林防火基础设

施建设、扑火物资、车辆等经费安排；负责森林防火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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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的监管，加强追踪问效。

县能源局：负责指导和监督辖区内煤层气企业组织制定、

修订和实施所涉林区防火应急预案；负责行业内企业涉林防火

宣传教育及监管工作；负责煤层气开采企业在林区的井场、输

气管道、集输站等方面的统计、监管、调动、撤离工作；根据

实际情况协调行业内企业调集火场所需机械设备及消防设备和

人员参与扑救工作。

县住建局：承担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应急管理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火灾发生时，就近协调、调集火场所

需机械设备投入援救。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职责范围内防火事项的审批

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田范围内生产用火的监督管理，协

调指导各乡（镇）做好农地范围内生产用火火源管控工作，防

止农事生产用火引发森林火灾。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对农户

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严禁入山从事林副业创收人员带

火用火；推广秸秆利用新技术和加工项目，减少因焚烧秸秆带

来的森林火灾隐患。

县卫体局：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组织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预防控制和医学卫生救援，负责医疗救助等保障工作；组

织指导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依法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信息；负责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和医学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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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局：负责全县中、小学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及监管工

作；负责组织中、小学开设森林防火专题课教育。

县交通运输局：指导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处

置体系建设；负责组织协调全县突发森林火灾等公共事件时重

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保障工作。

县民政局：承担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急管理和职责。

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森林旅游景点的防火监管工作，做

好旅游团、导游和游客的森林防火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协助做

好野外火源管理工作，定期检查、督促旅游区落实景区及其道

路周边森林防火安全措施和制度；积极建立旅游紧急救援体系，

落实各项防火安全措施；对森林火灾可能威胁的重要旅游设施

采取应急监控和保护等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负责森林火灾对生态环境影响的

监测和评估；负责对灾后大气、水体、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

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控制环境污染次生事件；负责宣传森林

防火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火灾发生时负

责配合指挥部协调调动水车等扑救设备。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寺庙周边森林防火工作，严禁在

林区燃放烟花爆竹，加大寺庙人员和信徒森林防火安全教育，

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中小

企业森林防火的宣传教育和监管工作；负责火灾现场周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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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职责范围内中小企业的应急管理工作。

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县城绿化范围内碧峰公园、龙

脖公园和石楼公园防火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及森林防火监管工

作；负责火灾发生时的水车调动等工作。

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负责农田及农林交错区机具作业时

的森林防火安全监管工作。

县气象局：负责气象火险等级预报、防火期天气形势分析；

负责森林火灾发生后火场风向、风力、降雨等气象因子分析，

为前线指挥部决策提供气象参数和组织人工增雨等。

县公路段：根据公路管理权属，负责国、省干线公路用地

范围内易燃物的清理及野外用火监管工作；根据公路管理权属，

负责国、省干线公路用地范围内火情的处置及路网交界范围的

联防联治工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与森林消防大队的联合演练，随时

做好与各专业队伍共同开展应急救援的准备；负责配合公安、

林业等部门对起火原因调查。

县供电公司：负责保障所辖区域火灾抢险期间的电力供应

以及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负责电力职工施工人员的护林

防火安全教育宣传和监管工作；负责做好所属县供电公司设备

穿越林区 35KV 及以下供电线路下的森林防火安全工作，加大穿

越林区线路的巡视、维护，防止和减少断线、短路或其他故障

引发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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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融媒体中心：负责通过广播、电视对广大群众进行森林

防火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及时播放森林火险等级、封山禁火

令、气象资料等信息，对森林防火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进行宣

传报道，对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情况进行曝光。第一时间从县

应急指挥部获知森林火灾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客观

地进行宣传报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县移动公司、县联通公司、县电信公司：负责森林火灾扑

救过程中通信网络工程的实施，保障应急通信畅通。负责森林

防火视频监控设备的维护管理，确保全县所有监控点正常使用，

同时保障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应急通信畅通。

火灾发生地乡（镇）：第一时间向县指挥部汇报火场情况，

派出在通往现场的道路向导，以便救援力量快速到达现场，并

准备若干名熟悉当地山况、林况、路况的向导，以便随时带领

救援队伍到达火灾一线；衔接好县指挥部与周边村庄的接洽，

做好有组织撤离准备；集中附近的群众跟随扑救队伍看守余火；

做好其他救灾后勤保障工作。

2.3 应急工作组

2.3.1 扑火救援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县林业局

成员单位：县人武部、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教育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能源

局、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县消防大队、中条山国有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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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县公路段

负责突发森林火灾事件中火灾扑救、伤员抢救、隐患消除、

道路通行能力恢复和鉴定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等工作。

2.3.2 医学救援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县卫体局

成员单位： 各医院

负责现场伤员的抢救、转送及相应信息记录工作，并及时

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和救援情况。

2.3.3 安全保卫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成员单位：县人武部 公路段 交通局 事发地乡（镇）人民

政府

负责发生森林火灾区域安全警戒疏散灾区居民；维护事发

现场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保障

救援道路畅通。

2.3.4 后勤保障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

局、县气象局、县供电公司、县移动公司、县联通公司、县电

信公司、及事故发生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应急车辆、救援人员、气象预报、

通信保障、资金保障、事故发生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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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处理等工作，建立突发事件处置现场与上级应急指挥部的

通信联络。

2.3.5 新闻报道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县融媒体中心

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救援现场新闻记者的组织管理，按照县

指挥部提供的权威信息进行新闻宣传报道。

2.3.6 专家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林业局 中条林局

按照县指挥部要求，研究分析森林火灾形成原因，判断火

灾发展趋势，为指挥部决策提供政策、技术咨询与建议，科学

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2.3.7 案件侦破组

牵头单位：公安局 森林公安

成员单位：事故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县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事故原因的调查、案件的侦破等工作。

3 预防和预警机制

3.1 森林草原火灾预防

县林业局要组织指导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森林公园、

县直林场（自然保护区）及涉林单位开展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

传教育，提高全民森林防火意识；严格控制和管理野外火源，

规范生产、生活用火行为；加强对高火险时段和危险区域的检



— 17 —

查监督，消除各种火灾隐患；协助各乡（镇）合理规划防火阻

隔带；督促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预防森林火

灾的综合能力。

3.2 森林火险预警等级

根据森林火险等级及未来发展趋势，森林火险预警级别由

高到低依次划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四个等级。预警级

别的具体划分，按照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标准执行。

森林火险等级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预警信号和颜色

一级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红色

二级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容易蔓延 橙色

三级 较高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黄色

四级 中度危险 可以燃烧 可以蔓延 蓝色

3.3 预警发布

三、四级预警信息由市、县（市、区）政府或者其授权的

部门发布；一、二级预警信息，由市、县（市、区）政府或者

其授权的部门逐级上报，由省政府或者其授权的省有关部门在

突发事件可能影响的区域内发布。市、县（市、区）政府发布

的三、四级预警信息，有上升为二级以上趋势的，应当及时报

告省政府或者其授权的省有关部门，并由其按规定启动预警信

息发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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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森林火险预警响应

3.4.1 蓝色预警响应

（1）关注蓝色预警区域天气等有关情况。

（2）及时查看蓝色预警区域森林火险预警变化。

（3）注意林火视频监控巡查反馈情况。

3.4.2 黄色预警响应

（1）黄色预警地区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

传报道黄色预警信号及其响应措施。

（2）黄色预警地区加强森林防火巡护、瞭望监测，加大火

源管理力度。

（3）黄色预警地区的森林防火指挥部认真检查装备、物资

等落实情况，专业森林消防队进入待命状态，做好森林火灾扑

救有关准备。

3.4.3 橙色预警响应

（1）橙色预警地区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

传报道橙色预警信号及其响应措施。

（2）橙色预警地区加大森林防火巡护、瞭望监测，严格控

制野外用火审批，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

（3）橙色预警地区森林防火指挥部适时派出检查组，对橙

色预警地区森林防火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4）了解掌握橙色预警地区装备、物资等情况，做好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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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拨准备。

（5）了解橙色预警地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布防情况，适时

采取森林消防队伍靠前驻防等措施，专业森林消防队进入待命

状态，做好森林火灾扑救有关准备。

（6）加大林火视频监控巡查和重点山头地块防火巡查力度。

3.4.4 红色预警响应

（1）红色预警地区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

传报道红色预警信号及其响应措施。

（2）红色预警地区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巡护密度、瞭望监

测时间，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居民生活

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加强火源管理，对重要地区或重点林区严

防死守。

（3）适时派出检查组，对红色预警地区的森林防火工作进

行蹲点督导检查。

（4）掌握红色预警地区装备物资准备情况及防火物资储备

库存情况，做好物资调拨和防火经费的支援准备。

（5）掌握红色预警地区专业队伍、半专业队伍部署情况，

督促红色预警地区专业森林消防队进入戒备状态，做好应急战

斗准备。

（6）做好赴火场工作组的有关准备。

4 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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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息报告

发生较大或暂时无法判明级别有可能发展成为较大以上森

林火灾时，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林场（自然保护区）要核

准情况，立即向县指挥部报告，县指挥部在接到报警经核查无

误后 30 分钟内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和市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随后每 2 个小时报告一次火灾发展态势和扑救情况。

发生一般或暂时无法判明级别的有可能发展成为一般森林

火灾时，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林场（自然保护区）要核准

情况，立即向县指挥部报告，县指挥部在接警后 1 小时内核准

情况报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随后每 30 分钟报告一次火

灾发展态势和扑救情况。

4.2 分级响应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展态势，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应及

时调整应急指挥机构级别。一般情况，随着灾情的不断加重，

应急指挥机构的级别也相应提高。森林草原火灾的应急响应级

别由低到高分Ⅱ级、Ⅰ级。Ⅰ级响应为最高响应。

4.2.1 Ⅱ级响应

当发生一般森林草原火灾或者暂时情况不明有可能发展为

一般森林火灾或火场持续 4 小时未得到有效控制，由县指挥部

迅速启动响应，并统一指挥调度，进行应急处置。

4.2.2 Ⅰ级响应

当发生较大或较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或火场持续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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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到有效控制，或威胁居民地、重要设施及重点林区，或发

生在县（市、区）交界处及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重点风景名胜区，

或需要省、市级援助的森林火灾时，在县森林火灾应急响应的

同时，报省、市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在省、市森林火灾应急

指挥部领导和指挥下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4.3 扑火指挥

发生森林火灾后，按行政区域管辖范围，首先由火灾发生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林场（自然保护区）根据本地制定的

应急预案组织实施扑救。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控制、扑灭火情

的，要按照本预案森林草原火灾分级响应的有关规定，立即报

县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参加扑火的所有单位必须服从县指挥

部的统一指挥调度。随着火情的发展，现场指挥部决定提高或

降低对应的应急响应等级。

4.4 扑火通信

在充分利用当地森林防火通信网的基础上，县移动公司、

县联通公司、县电信公司要建立火场移动应急通信系统，保障

现场通信畅通。

4.5 扑火安全

现场指挥员必须认真分析地理环境和火场态势，在扑火队

伍行进路线、驻地选择和扑火作战时，要时刻注意观察天气和

火势的变化，确保扑火人员安全。

4.6 居民点和群众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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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在林区居民点周围开设防火隔离带，

预先制定紧急疏散方案，落实责任人，明确安全撤离路线。当

居民点受到森林火灾威胁时，要及时果断采取有效阻隔措施，

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居民，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7 医学救援

因森林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时，火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

政府要积极开展救援工作，伤员由当地或县级医疗部门进行救

治，必要时由县卫体局组织医疗专家指导救治，或运输到条件

较好的上级医院进行治疗。遇难者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

定妥善处置。

4.8 扑火力量组织与动员

4.8.1 扑火力量的组织。扑救森林火灾应以县专业森林扑

火大队、各林场专业扑火队和各乡（镇）半专业扑火队扑火力

量为主，必要时可动员当地职工、机关干部和群众等非专业力

量参加余火清理和火场看守工作。

4.8.2 跨区增援机动力量的组成。本县扑火力量不足时，

县指挥部应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由市指挥部调动其他救援力

量跨区增援。

4.9 火案查处

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后，火案查处要由森林公安会同当地公

安、消防等部门组织侦破工作。

4.10 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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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森林火灾的扑火动态等信息由县指挥部负责发布，较

大、重大、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扑火动态等信息由上级相应的

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指挥部负责发布，信息发布应及时、准确、

客观、全面积极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舆论。

4.11 应急结束

一般森林火灾确认扑灭后，县指挥部根据相关规定宣布应

急工作结束，并恢复正常的森林防火工作秩序；较大、重大、

特大森林火灾确认扑灭后，省（市）指挥部根据相关规定宣布

应急响应结束，县指挥部负责宣布恢复正常森林防火工作秩序。

5 后期处置

5.1 火灾评估

县指挥部组织林业、林场等专业技术人员实地调查森林过

火面积和森林受害面积，然后对森林资源损失情况做出科学

评估。

5.2 灾民安置及灾后重建

由火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牵头，协同县民政局、

县卫体局、县财政局、县医疗保障局等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妥

善做好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的衣、食、住、

行和病情医治，并重点保证基础设施和安居工作的恢复重建。

5.3 应急工作总结

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县指挥部要及时进行全面

工作总结，重点分析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扑救过程中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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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不足项、整改项、改进项），总结应汲取的经验

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应急工作总结同时上报上级部门和市指

挥部。

6 保障措施

6.1 通信保障

建立县、乡（镇）、林场与火场的森林防火通信网络和火

场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以森林防火业务部门通信信息网络系统

为基础，配备与扑火需要相适应的通信设备，建立集结综合气

象信息、火情调度等内容的快速、安全、稳定、可靠的森林防

火通信网。借助国家公用通信网络，建立扑火救援现场与扑火

指挥部之间的通信畅通。

6.2 队伍保障

加强全县各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在坚持重点建设专

业扑火力量的同时，也要重视后备扑火力量的储备，保证有足

够数量的扑火梯队。各种扑火力量要在县指挥部的统一组织指

挥下，互相支援、积极配合、协同作战。

6.3 扑火物资储备保障

县指挥部、乡（镇）指挥机构和驻沁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

根据各自的森林防火任务，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

储备足够的扑火机具和装备。

6.4 资金保障

县财政局按照相关规定保障森林火灾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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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技术保障

县气象部门为扑火工作提供火场气象服务，包括火场天气

实况、天气预报、高火险警报、人工降雨等技术保障。县指挥

部应建立森林防火专家库，专家组为扑火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6.6 宣传培训与演练

县指挥部和县委宣传部及文化教育等部门要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课堂、标语、传单等媒介，向

社会公众宣传普及森林火灾预警信号及预防森林火灾的相关常

识，使广大干部群众正确掌握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的基本技能。

县指挥部每年应至少组织 1 次扑火培训演练，主要是对县直专

业扑火队、各乡（镇）扑火指挥员和扑火队员进行扑火指挥、

扑火技战术和安全避险知识培训，加强实战训练的扑火演习，

提高扑火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扑火作战能力。同时各乡（镇）和

有林单位也要为林区施工单位进行必要的防扑火知识讲座，使

其认真做好本区域施工期间的森林防扑火工作。

7 附 则

7.1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

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对在扑火工作

中牺牲人员需追认烈士的，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由民政部门和部

队系统办理；对火灾肇事者的责任追究，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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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政或刑事责任；对火灾事故负有行政领导责任的追究，参

照国家、省、市、县相关规定执行。

7.2 以上、以下含义

本预案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7.3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修订，一般情况下 3 年修订一

次，当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机构发生重大改变，或在执行中发

现存在重大缺陷时，应及时修订。印发满 3 年后，如需延长应

及时提出申请，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2 年。

7.4 预案编制与解释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编制与解释。

7.5 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8 附录

8.1 沁水县森林火灾应急工作组织机构图

8.2 沁水县森林火灾应急响应程序示意图

8.3 沁水县森林火灾应急联系表

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7148/2012/0215/769428/files_founder_2354524737/65291357.doc
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7148/2012/0215/769428/files_founder_2354524737/1084526949.doc
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7148/2012/0215/769428/files_founder_2354524737/112552189.doc


附录 8.1

沁水县森林火灾应急工作组织机构图

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局、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能

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县医疗保障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民政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司法局、市生态环境

局沁水分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县农机服务中心、

县气象局、县公路段、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供电公司、县融媒体中心、县联通公司、县移动公司、县电

信公司

县指挥部

县指挥部办公室

（县应急管理局）

—
2
7

—



附录 8.2

沁水县森林火灾应急响应程序示意图

火灾发生地乡（镇）上报 群众报警 119/110/12119 转交报警 国家卫星热点监测 其他渠道报警

明确森林火情，且需要启动县级应

急响应的，应急小组赶赴现场

接警处理与信息报送 报告带班领导 警情不明

扑救组 后勤保障组 治安组 宣传组 医学救护组 侦破组 专家组

火灾扑救 应急结束

火灾评估

工作总结按时向县委县政府、市

防指报告扑救进展

后期处置

报县委、县政府、市指挥部

启动应急响应

县指挥部指挥长带队到现场成立

前线协调指挥部，开展森林草原火

灾扑救工作

符合一级响应条件时，指挥长向市森

防指指挥部报告，在上级指挥部领导

和指挥下开展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

警情核实和先期处置

30 分钟内向县委县

政府值班室报告

—
28

—

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7148/2012/0215/769428/files_founder_2354524737/108452694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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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3

沁水县森林火灾应急联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职 务 办公电话 值班电话

1 县人民政府 常务副县长 7022094

2 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7022095

3 人武部 军事科科长 8083729

4 政府办公室 主 任 7022129 7022944

5 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 7022080 7022243

6 县公安局 副局长 7027510

7 县应急管理局 局 长 7022915

8 县林业局 局 长 7023337 7022671

9 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 副局长 13593512662

10 县发改局 局 长 7022127 7022453

11 县财政局 局 长 7022798 7022411

12 县能源局 局 长 7022018 7024903

13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局 长 7022483

14 县自然资源局 局 长 7022986

15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局 长 3181111

16 县医疗保障局 局 长 7066039 7066033

17 县农村农业局 局 长 7021556 32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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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务 办公电话 值班电话

18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局 长 7022565 7022321

19 县教育局 局 长 7027168 7022293

20 县交通运输局 局 长 7021690 7028338

21 县民政局 局 长 7098338 7098444

22 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 长 7022254

23 县司法局 局 长 7029504

24 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 局 长 7022534

25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 7022363

26 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局 长 7068129 7068225

27 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局 长 7026136

28 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局 长 7022631 7022631

29 县气象局 局 长 8086039 8086134

30 县公路段 段 长 8089030 8089030

31 县消防大队 大队长 7062777

32 县供电公司 局 长 2169221

33 县融媒体中心 台 长 7022672

34 县联通公司 经 理 7022235

35 县移动公司 经 理 13903560818

36 县电信公司 经 理 6940005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