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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
（一）什么是“爆燃”？

林火爆燃通常指爆炸性燃
烧，和森林灭火平时说的“轰燃”
相近，往往发生突然，会瞬间形成
巨大火球、蘑菇云，温度极高。

（二）遭遇森林草原火灾
如何自救？

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一定
要保持清醒头脑。一是及时拨打
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让外界
知道你的位置和处境，争取救援
或指导自救；二是积极自救，快速
转移避险。千万不要随意选择方
向盲目乱逃，否则容易被浓烟烈
火所困。要正确判断风向，切不可
与火赛跑，一旦顺风而逃，极易被
大火追上并围堵住。不能往山顶
方向逃生，随着烟气上升，山火向
山顶方向扩展会较快。要用沾湿
的毛巾或衣服，捂住口鼻，包住
头，并沿着逆风方向，向下或横
跑，选择植被稀疏的路线逃生。当
被大火围困时，应选择植被稀疏
的空旷地方，俯卧避险，脚朝火冲
来的方向，扒开浮土把脸贴近湿
土，双手压在胸前。如有水沟、水
塘、河流，可跳入水中避险。

（三）紧急情况下紧急避
险方法

1、避开危险火环境。当发生
森林火灾时，不在植被茂盛的林
区逗留，不可进入三面环山、鞍状
山谷、狭窄草塘沟、窄谷、向阳山
坡等危险地带。

2、转移避险。森林火灾有可
能对扑救人员或村庄等构成威胁
时，坚决服从火灾前线扑救指挥
部的统一安排，迅速转移到安全
地带，避免发生伤亡。

3、利用有利地形避险。当遭
遇森林火灾时，迅速撤退至火烧
迹地、空旷地带、河边等躲避。

4、点迎面火避险。当火抛迎
面向你扑来，没有安全撤退路线
时，在较开阔的平坦地，以河流、
小溪、道路为依托点迎面火，使新
火头向大火头方向逆风蔓延，阻
挡火抛蔓延解围。

5、冲越火线避险。选择草较
小、较少的地方，脱光衣服并用衣

服包住头，憋住一口气，迎火猛冲
突围。人在 7.5 秒内应当可以突
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
火冲。

6、卧倒避险。发生危险时，就
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
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
着湿土，把脸放进小坑里面，用衣
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卧
倒避烟（火）。卧倒避烟（火）时，为
防止烟雾呛昏窒息，要用湿毛巾
捂住口鼻，紧贴湿土呼吸，可避免
烟害。

（四）、森林草原火灾扑
救常识

1、发生森林火灾科学扑救。
未成年人、孕妇、老人、残疾人及
弱智、精神病患者等不得直接参
与火灾扑救工作。

2、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基本
原则：“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
指及时扑火；打小是指扑打刚刚
发生的火；打了是指扑火的彻底
性。既要扑打明火，又要清理暗
火，消灭一切余火。

3、“三先四不打”：即“火情不
明先侦察、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
不利先规避”“未经训练的非专业
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气
象条件不打火、可视度差的夜间
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悬崖坡陡深
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

（五）甘孜州扑救火灾十
条经验

一是统一领导，凝聚合力。
二是科学研判，一线指挥。
三是随机应变，灵活用兵。
四是因地施策，强灭明火。
五是分区作战，各个击破。
六是地空协同，立体推进。
七是调派精兵，专业扑救。
八是人员看护，消除隐患。
九是统筹调配，保障有效。
十是生命至上，安全扑救。

（六）扑救森林火灾应避
免的几种危险做法

1、逆风扑打火头或接近火
场。火头是整个火场中火墙最厚、
强度最高、蔓延速度最快、释放能
量最多的部位，迎风扑打火头或

接近火场，十分危险，一旦风力加
大，扑火人员凶多吉少。

2、翻越山脊线接近火场。火
向陡峭山脊燃烧时，可形成冲火、
飞火和轰燃，山脊线的扑火人员，
无法在瞬间逃生。

3、顺风逃生。地表火顺风蔓延
速度很快，并能进行连续性燃烧，火
头一旦追越扑火人员，很难逃生。

4、向山上逃生。上山火的速度
快于平地燃烧火的速度，坡度越大
火速越快，而人上山的速度越慢，
在火前方，向山上逃生极其危险。

5、经鞍部逃生。鞍部因受两
侧山头和山体的影响，会形成漏
斗状通风口，风从鞍部通过时速
度成倍增加，从此处逃生极易发
生伤亡。

6、在草塘及灌丛中避险。草
塘、灌丛可燃物属细小可燃物，释
放能量

（七）扑火安全十二要素
是指什么？

1.扑救森林火灾不得动员老
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参与扑火。

2.扑火队员必须接受扑火安
全培训。

3.遵守火场纪律，服从统一指
挥和高调度，严禁单独行动。

4.时刻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系。
5.扑火人员需配备必要的装

备，如头盔、防火服、防火手套、防
火靴和扑火工具。

6.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天气变
化，尤其要注意午后扑救森林火灾
伤亡事故高发生时段的天气情况。

7.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可燃物种
类及易燃程度，避免进入易燃区。

8.注意火场地形条件，扑火队
员不可进入三面环山、鞍状山谷、
狭窄草塘沟、窄谷、向阳山坡等到
地段直接扑打火头。

9.扑救林火时应事先选择好避
火安全区和撤退路线，以防不测。

10.一旦陷入危险环境，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设法进行
自救。

11.扑救地下火时，一定要摸
清火场范围，并进行标注，以免误
入火区。

12.扑火队员体力消耗极大，
要适时休整，保持旺盛的体力。

甘孜州公路运输管理处

关于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评估
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级评定的公示

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评估
评分标准（2014年修订）的通知》（川交
函﹝2014﹞352号）要求。甘孜州交通运
输局委托甘孜州道路运输行业协会于

2020 年 12 月组织专家考评组对泸定
农客运业有限责任公司、甘孜州康通配
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安全生产状况
评估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级评定
并整改完毕，现予以公示。公示期2021
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20日。公示

期间，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甘孜州交通运输
局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评估领
导小组办公室反映情况。办公地点：甘
孜 州 运 管 处 ，联 系 电 话 ：0836-
2811472。

序

号

企业名称 安全生产状

况评估等级

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登

记

1 泸定农客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AA 三级

2 甘孜州康通配送有限责任公司 AA 三级

甘孜州公路运输管理处
2021年1月14日

三个最低

会议指出，面对各种风险挑战，经过
各方面共同努力，2020年全国生产安全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5.5％和8.3％，全国自然灾害死亡失踪
人数、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

会议表示，应急管理部为应对各类
灾害事故，共组织254次应急会商，启动
61次应急响应，派出91个工作组深入一
线；汲取黎巴嫩贝鲁特大爆炸事件教训，
迅速开展3轮危化品安全风险隐患专项

排查治理，对全国40家硝酸铵生产企业
制定“一企一策”问题清单……

努力的背后，是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在优化、能力在提升。2020年，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加速转型升级，新组建
地震灾害救援队 461 支，建设“10+2”森
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拳头力量；“应急一
张图”持续升级，危化品重大危险源、煤
矿和三等以上尾矿库全面联网监测……

深化改革提升能力

会议指出，经过机构改革两年多来
的探索实践，应急管理大的机制基本形
成，2021年要针对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应
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要实现“三大突
破”。完善应急指挥体系，按照常态应急
与非常态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总部
指挥机制，强化应急管理的统筹协调；落
实应急管理体制，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构
建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
深化消防救援队伍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抓紧建立健全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
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机制。

会议还指出，应急管理部门是实战
部门，2021年要把能力建设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着眼“全灾种、大应急”加快转

型升级，为履行核心职能提供支撑。
——提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包括

加快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建
设，汇聚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类数据，建
设国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城
乡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工程；推进重大危
险源监测预警联网；全面推进地震预警
工程项目建设。

——提高救援队伍实战能力。要
建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加快
森林消防救援力量转型强能，要大力
发展政府专职消防员和志愿消防员，
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等专业应急救援
队伍建设等。

——大力加强航空消防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按照中央与地方结合、购买与租
赁结合、研发与引进结合、短期和长远结
合的原则，构建大型固定翼飞机、直升机
与无人机高低搭配、远近结合、布局合
理、功能合成的航空器体系。

——提升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包
括 编 制《应 急 物 资 保 障“ 十 四 五 ”规
划》，提升应急物资保障的科学化、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完成国家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预案修订工作；创新救灾捐
赠管理等。

这份“清单”，与你我的安全感息息相关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疫情、洪水、森林火灾……走过
极不平凡的2020年，很多国人意
识到习以为常的安全感来之不易，
也让世界看到中国应急管理能力的
提升。1月7日，全国应急管理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一份关系你我过去、
将来安全感的“清单”清晰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