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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政办发〔2021〕44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朔州市全面加强森林草原防火

专业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

《朔州市全面加强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建设实施方案》已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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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全面加强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

建设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的意见》（晋政办发〔2020〕96 号）精神，全面

加强我市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防

控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土生态安全，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的方针，加强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标准化建

设，进一步夯实森林草原火情火灾防控基础，为保护区域生态安

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县县建队，队队达标。严格标准、落实待遇，常年集

中食宿、准军事化管理，突出专业技能培训，狠抓安全教育，打

造一支人员稳定、技能过硬、快速反应、纪律严明的森林草原火

情火灾专业救援力量。

（二）有备无患，实用管用。立足应对处置较大以上森林草

原火灾事故，加强队伍装备建设，强化“以水灭火”能力，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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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库建设，确保关键时刻队伍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三）突出重点，补齐短板。2021—2023 年，重点推进专业

队伍营区建设，老旧营区组织更新改造、新建营区加快建设进度，

提升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厚植队伍发展潜力。

三、建设内容

（一）队伍建设。县级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是实现森林草

原火灾“打早、打小、打了”的关键力量。各县（市、区）政府

要落实政策规定，加强队伍标准化建设，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

1.人员要求。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县（应县、右玉县）组建不

少于 100 人的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其余县（市、区）组建不

少于 50 人的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接到扑火指令后 10 分钟内

集结，出勤率不低于 90%。

2.主要职责。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有火扑火、无火巡查，

积极参与森林草原防火宣传，组织开展禁止林区野外用火检查，

完成县（市、区）政府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3.组建时限。各县（市、区）分步推进，限期完成。有条件

的要在 2021 年底前完成人员招录，条件不成熟的在 2022 年底前

完成人员招录。

（二）装备建设。物资装备是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重

要基础，市县两级要全面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建设。

1.装备规模。市级保有 500-1000 万元、县级保有 300-500 万

元的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并根据使用年限、风险形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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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消耗等实际情况逐年补充更新。

2.种类数量。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由个人防护类、灭火

机具类、通信指挥类、消防车辆类和其他种类组成。（见附件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最低标准)

3.配备时限。2022 年底前，市县两级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

物资装备最低标准》配齐补足有关物资装备，同时结合实际适度

增加物资装备数量及种类。

（三）营区建设。配置专属营区，是提升森林草原防火专业

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各县（市、区）政府要重点推

进营区建设，尽快补齐欠账短板，按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

和管理规范》，采取自建、调配、租赁相结合的方式，妥善配置

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专属营区。专属营区用地面积原则上不低

于 12000 平方米，配建规模适当的训练场地，门口设置明显标志。

（见附件 2：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最低标准)

2021 年底前未按《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调配

或租赁落实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专属营区的县（市、区）,要立

即启动新建营区项目，争取在 2022 年底前主体建筑完工，2023

年底前具备驻训条件。

四、有关要求

（一）加快工作落实。各县（市、区）政府要组织编办、发

改、财政、人社、应急、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对森林草原防火

专业队伍的人员录用、物资储备、营区建设等事宜会商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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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务。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全面建设，补齐人员、提

高待遇。要配齐防灭火物资装备，提升“以水灭火”能力，保障

个人防护安全。要将专业队伍营区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二）加强经费保障。各县（市、区）政府要将森林草原防

火专业队伍人员工资、物资装备和营区建设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形成常年稳定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将新组建的

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统一划归林业部门管理，进一步提升森林

草原火情火灾的预防扑救和早期处置能力。对在执行扑救森林草

原火灾任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和个人，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三）严格运行管理。县级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跨区域执

行火灾扑救任务，由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指挥调度；

特殊情况，相关部门可根据领导授权或指令进行指挥调度，并同

步通报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实行

专库、专用、专人管理，逐年编制计划补充更新。新建专属营区

要按照时限节点，倒排工期、全力推进，确保工程建设圆满完成。

附件：1.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最低标准

2.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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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最低标准
类 别 名 称 市级储备物资装备 县级储备物资装备

个

人

防

护

类

阻燃服装 200套
100套 配备

100套 储备

头盔 200顶
100顶 配备

100顶 储备

防烟面罩 200个
100个 配备

100个 储备

防扎鞋 200双
100双 配备

100双 储备

阻燃手套 300副
200副 配备

200副 储备

防烟眼镜 200副
100副 配备

100副 储备

强光手电 200个
100个 配备

100个 储备

水壶 200个
100个 配备

100个 储备

毛巾 400条
200条 配备

200条 储备

作训服 200套
200套 配备

200套 储备

棉大衣 200件
100件 配备

100件 储备

灭

火

机

具

类

水泵 10台 5台 配备

水带 5000米 2000米 配备

高压脉冲水枪 20把 10把 配备

高压细水雾灭火机 40台 20台 配备

风力灭火机 60台 30台 配备

灭火水枪 80把 40把 配备

铁锹 300把
100把 配备

300把 储备

二号工具 300把
100把 配备

300把 储备

油锯 30台 20台 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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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名 称 市级储备物资装备 县级储备物资装备

灭

火

机

具

类

割灌机 30台 20台 配备

加油器 10个 10个 配备

点火器 10个 10个 配备

干粉灭火弹 1000箱 500箱 配备

灭火炮弹发射器 5架 5架 配备

灭火炮弹 500发 500发 配备

通

信

指

挥

类

移动中继台 4部 2部 配备

车载台 * * 配备

对讲机 50部 30部 配备

卫星电话 5部 3部 配备

无人机 2架 1架 配备

定位仪 10部 5部 配备

指挥帐篷 5套 3套 配备

照明设备 2套 1套 配备

消

防

车

辆

类

运兵车 5辆 * 配备

水车 3辆 4辆 配备

运输车 -- * 配备

通信指挥车 1辆 1辆 配备

其

他

类

发电机 2台 1台 配备

急救箱 -- 10个 配备

地形图 1套 1套 配备

林地资源分布图 1套 1套 配备

注：“--”表示不作强行规定，“*”表示根据需要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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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森林草原防火专业队伍专属营区

各类用房最低标准
单位：平方米

房屋类别 名 称 各类用房使用面积

业务用房

值班室 50

办公室 80

训练室 140

会议室 150

装备库 150

宿舍 500

车库 540

辅助用房

餐厅、厨房 200

锅炉房 200

晾衣室 50

储藏室 50

盥洗室、厕所 100

配电室 10

其他 60

合计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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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