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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督导检查 推动禁火令落地
我市森防指和各涉林县区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者 邹鹏
飞 文 / 图 据气象部门统计， 受持续高温少
雨天气影响，7 月以来 （7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我市平均降水量 80.9 毫米，较历史同期
偏少 7.7 成，列历史同期第一低位。 截至 9 月
20 日，我市气象干旱等级达到特旱，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达到五级（极高）。 为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森防指和各涉林县区开
展督导检查，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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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违反禁火令被行政拘留

南昌市森防指
开展森林防灭火专项督导
9 月 14 日晚，市森防指组织召开全市森
林防灭火工作专项督导部署动员会。 市森防
指督导组赴红谷滩区督导森林防灭火工作，
详细了解防灭火宣传教育、防火责任建设、火
灾隐患排查、 扑火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的开
展情况； 深入厚田乡察看森林防灭火工作相
关台账及厚田乡梅花村森林防灭火卡口值班
值守情况， 就森林防灭火相关工作与区应急
局、厚田乡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并充分肯
定了红谷滩区森林防灭火工作成绩。
督导组强调， 当前森林防火处于重点关
键时期，加之前期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气，各
类火险隐患交织叠加， 森林防灭火形势日趋
严峻， 要发挥基层林长作用， 筑牢森林防火
墙。 要持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充分认识当前
的严峻形势，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各环节责任，
促进责任压实、工作落地；要创新宣传教育模
式，让标语飘起来、喇叭响起来、卡口设起来，
积极引导群众， 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工作氛
围，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户户支持森林
防火工作；要严格野外火源管控措施，加强森
林火源隐患排查； 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管
控火源， 采取更加严厉的标准处罚违规用火
行为；更加精细地消除森林火灾隐患，集中力
量巡查巡护；要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做好
防范备战准备；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
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天气情况、火情动态，
严格执行森林火情报告制度， 同时要加强扑
火队伍能力建设，做好全天候备战准备。 一旦
发生火情，要快速报告，积极采取有效处置措
施，科学防范应对，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坚决打好森林防火攻坚战。

各县区深入一线
密集开展森林防火督导
近日， 新建区组织督导组深入各乡镇森
林防火哨卡、 巡查岗， 实地察看巡逻执勤情
况。 督导组要求，各乡镇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
压实责任，以落实林长制为抓手，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切实将工作具体到人、具体到
事。 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出动宣传车、播放
广播、悬挂标语等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政
策法规和基本知识， 增强群众的森林防火安
全意识。 要加大巡查力度，严格管控措施，紧
盯重点部位，管住重点人员，防止火种进山，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落实落细进出防火重点
区域人员车辆扫“防火码”制度。
湾里管理局督导组以“四不两直” 的形
式，深入招贤镇、太平镇、洗药湖管理处等地
督导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 检查护林岗哨
卡执勤情况，查看岗亭是否张贴禁火令，询问
值守人员有无按要求开展日常巡查； 察看林
场值班值守、防火物资储备、防火工作台账；
检查观景台森林防火措施落实情况， 叮嘱商
家和游客积极配合并遵守“禁火令”，要求属

坚决守好守牢意识形态底线
市应急管理局举行意识形态与舆情应对专题讲座
袁茂华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
者 邹鹏飞 为深入了解当前意识形态的最新
形势，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增强
干部职工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确保意
识形态的正确政治方向，坚决守牢守好意识形
态工作底线， 同时积极有效做好舆情应对工
作，9 月 14 日，市应急管理局举行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邀请有关专家作题为
《意识形态与舆情应对》的专题讲座。
专家从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重
要性、当前意识形态面临的复杂形势、如何加
强意识形态工作等方面， 深刻解读了新形势
下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时代内

市应急管理局开展信息化工作督导

全面提升“智慧应急”水平

涵； 通过对近年来多个典型舆情事件的触发
因素、处置措施等方面的深入剖析，详细阐释
了舆情应对的方法原则和基本要求。 专家的
讲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数据与案例，具
有很强的代表性、针对性、指导性，对该局干
部职工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抓好
政务舆情的应对和处置， 提供了理论和方向
指引、实践和操作指导。
“
听了今天的讲座，我深切感受到做好新
时期意识形态工作， 是我们党员干部的责任
和义务，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切
实增强抓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市应急管理局一名聆听讲座的党员说。

坚决杜绝安全培训“走过场”
市应急管理局开展安全培训机构专项督查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者 邹鹏
飞 安全培训工作，事关企业的安全生产和城
市的安全发展，须臾不可放松。 9 月 20 日至
21 日，市应急管理局督导组对 6 家安全培训
机构进行了督导检查。
督导组对照应急管理部和省市应急管理
部门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考核规范提升和
“走过场”专项整治的要求，围绕安全培训机
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实
地了解培训场地及教学设施条件、 详细查阅
安全生产培训档案、调阅培训视频资料、并询

地要切实加强管理，加密巡逻巡查频次，制止
游客在景区吸烟、乱丢烟头行为，严肃处理野
外烧烤、野炊等行为。
红谷滩区深入流湖镇淑溪村森林防火
带、厚田乡梅花森林防火哨卡等地督导，要求
切实遵守“禁火令”要求，有效制止吸烟、乱丢
烟头行为，严肃处理野外烧烤、野炊等行为。
经开区督导组深入蛟桥街道枫景村、上
风景村，冠山管理处枫林村和乐化镇江桥村、
华源村、乐化林场等地督导森林防灭火工作，
重点检查护林员巡查记录台账、 防火岗亭在
岗在位等情况。
南昌县督导组来到黄马乡罗渡村登山道
卡口、黄马乡白虎岭林区等地，详细检查森林
防火码管理、林区卡点值守、防火巡查、枯枝
落叶清理、林木灌溉等情况，要求强化源头管
控，严格落实《南昌县人民政府禁火令》，进一
步落实精准防控、执法联动等工作机制。 坚持
预防为主，整合县专业森林消防队、乡镇半专
业森林消防队、乡镇专职消防队等防火力量，
做好应急预案， 开展应急演练， 储备应急物
资，提高扑救能力，以万全准备确保全县森林
防灭火形势持续平稳。

李浩青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
者 邹鹏飞 文 / 图 9 月 20 日，湾里管理局洗
药湖管理处查处了一起违反禁火令行为，对
违规用火的邓某实施行政拘留， 这是湾里实
施禁火令来行政拘留的第一例。
9 月 20 日，湾里管理局洗药湖管理处接
到防火系统预警， 得知在新建区红林林场地
界发现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受新建区防火办
委托， 湾里管理局防火办指派洗药湖管理处
林业执法大队进行处置。 该大队迅速组织人
员赶赴现场，及时进行处置，彻底消除了火灾
隐患。
经调查， 牛岭村邓家自然村村民邓某违
规在野外烧窑制碳，产生了浓烟和热点。 现在
正值森林防火重点期， 邓某的行为违反了禁
火令， 经洗药湖管理处林业执法人员现场调
查取证，根据相关条例，对邓某予以经济处罚
1000 元，并将其移交至森林公安部门依法行
政拘留。
自 9 月 12 日实施禁火令以来，湾里管理
局组织抽调社会安全稳定办、农林办 15 名干
部组成 5 个督查工作组， 分别由 5 名副科级
干部担任组长， 对辖区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
专项督导检查。 湾里管理局还编制了《森林防
灭火督查十一问》，督查组带着《十一问》深排
细查， 建立问题清单， 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
出，要求各镇（处）立即整改；一时不能整改到
位的，督促各镇（处）定人、定岗、定责限时整
改。 目前，督查组已开展督查 20 次，发现问题
92 个，已整改到位 87 个，正在整改 5 个。

问培训机构负责人等， 对 6 家培训机构的基
本情况进行了检查。
经检查，6 家培训机构不同程度存在安
全生产培训管理制度不健全，专（兼）职师资
力量不足，培训计划不完善，教师、学员签到
不规范，学员基本资料不完善，视频录像资料
不全等问题。 督查组要求属地应急管理部门
责成有关培训机构立即进行整改， 确保安全
生产培训工作按照规定的标准开展， 不断提
升参训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实操技能， 坚决
杜绝培训课时不足等“走过场”现象。

金雯婷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
者 邹鹏飞 文 / 图 为全面提升智慧应急水
平，连日来，市应急管理局调研组深入湾里管
理局、青云谱区、高新区、进贤县等地，就应急
管理信息化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要求各地加
快推进“智慧应急”进程，通过提升应急管理
智慧化、 智能化进程来提升应急管理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调研组在湾里管理局察看了“
智慧湾里”
运行情况，了解了应急指挥值守调度系统、
“
党
建 + 应急管理”系统使用情况以及应急指挥窄
带无线通信专网的建设进度；在青云谱区检查
了应急指挥中心场地设备设施，察看了技术资
料和
“
党建 + 应急管理”系统信息报送情况；在
高新区察看了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接入情况、
“
党建 + 应急管理”系统使用情况，调研了智谷

大厦运行情况；在进贤县察看了应急指挥中心
建设及民和镇广场南路地震基站等。
调研组要求各地充分认识信息化建设工
作的重要性， 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信
息化建设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协调调度，
完善工作机制，着力整合项目资源，实现信息
化建设与应急管理工作一体化推进。 要动员
各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 通过
强化部门间沟通协作， 寻求专家或相关企业
进行技术支持，着力打通技术障碍，整合共享
各领域数据， 切实做到以信息化建设成效促
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不断推动信息化建设
高质量发展；要破除壁垒，进一步强化各类大
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用好国家、省、市应
急部门的各类平台，避免重复建设，保证数据
生产、存储、传输、访问、使用等过程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