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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防火管理及森林资源保护建议
胡 彦
渊宣城市宣州区森林消防大队袁安徽宣城 242000冤
摘要 本文分析了林业管理存在的问题袁阐述了林业防火管理改进措施袁提出了森林资源保护建议袁具体包
括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尧细化资源保护条规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我国林业生产建设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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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广袤袁跨越多个气候带尧干湿区袁具有

罕至袁管理主体又没有明确的主动巡查尧预测措施袁

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保有优势遥 当前伴随生态文明

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袁扑救滞后性明显遥

建设尧经济新格局构建袁林业的多元效益优势逐渐凸

1.2 森林资源保护乏力

显袁林业在国民生产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遥 然而袁

从森林资源保护角度看袁我国林业经营模式主

受理念尧资金等因素制约袁林业管理模式老旧尧监督

要分为 2 种院国有林业资源多由国家部门尧林场管辖曰

缺位等现象依然严重袁给森林火灾及滥伐尧盗伐现象

农村集体森林资源由非公有制个体尧企业管辖遥 经济

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遥 因此袁寻求有效的改进优化措

结构单一是当前二者普遍存在的问题袁 即片面将经

施袁对林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遥

济创收集中在木材出售上袁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袁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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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资源再生规律袁产生过度采伐尧消耗的情况袁致

林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森林资源在固结土壤尧净化大气尧维持生物多样

使森林资源出现供应断层袁恢复难度较大 [1]袁造成资

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遥 同时袁森林果木的种植尧

源破坏问题遥 在当前退耕还林尧修复生态的号召下袁

出售袁也极大地带动了区域产业发展袁有利于缓解就

依靠林木资源采伐创收的路径受到阻碍袁很多林场

业压力袁实现经济创收遥 然而袁当前我国对森林资源

都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挑战遥 基层是落实保护政策的

的保护却仍显乏力袁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区域林业

一线袁但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尧制度不健全尧管理松

的发展遥

散等问题普遍袁导致相应的监管义务落实情况并不

1.1 防火管理乏力

乐观遥

防火管理乏力主要表现为防火宣传不到位尧监管
缺失遥 据统计袁2010要2019 年由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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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防火管理改进措施

2.1 推广宣传防火理念

火灾总数极多袁祭祀用火尧野外吸烟等是最常见的诱

在森林火灾诱因中袁人类活动占据多数遥 周边居

因袁火灾给地方林业带来了惨重损失袁这与宣传不

民或森林作业人员都有可能因为一些行为留下火

当尧追责不力息息相关遥 此外袁防火管理技术老旧袁部
分林区沟壑丛生尧地貌复杂尧树木生长旺盛袁当雷雨
天气来临时袁很容易受雷击作用产生火灾遥 由于人迹
作者简介 胡彦渊1976要冤袁男袁安徽宣城人袁林业助理工程师遥
研究方向院森林资源管理和森林防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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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袁为火灾的发生和蔓延埋下隐患遥 因此袁有必要通
过安全教育尧推广宣传让民众知晓森林火灾的危害袁
自觉注意用火安全遥 传统模式中袁防火政策尧文件多
以告示尧会议的形式传达袁宣传面极窄袁即使对于管
理主体内部员工来说袁警诫效果也不容乐观遥 因此袁
要积极探索新方式尧新方法遥 首先袁相关部门可以发

胡 彦院林业防火管理及森林资源保护建议
挥多媒体传输优势袁与电视尧广播等建立合作关系袁

最佳布局位置遥利用 RS 技术收集信息袁为烟雾尧高温

以案例方式直观展现森林火灾的巨大危害袁宣传用

信号报警提供支持袁促进全天候火灾监控遥 其次袁应

火安全知识袁同时打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流

做好防火设备维护工作遥 定期检查和维修袁引进新

转渠道袁推广森林防火微信公众号尧微博账号袁综合

型防护剂尧救援器械等袁防止因设备尧工具缺陷导致

运用文字尧短视频等生动尧新颖的形式袁向大众灌输

的救援延误情况 [3]袁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遥 相关技术尧

森林防火常识袁筑牢防火理念遥 其次袁相关部门可以

仪器的更新可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袁管理主体可以

在林区周边道路张贴禁止吸烟尧点火的广告牌袁悬挂

寻求政府帮助袁结合社会筹募等方式实现升级改造

宣传横幅袁普及森林防火相关法律知识袁对违规操作

目标遥

引发的森林失火案件进行公示袁以起到警诫尧威慑的

2.4 建立应急预案制度

作用遥
2.2 强化野外火源监管

森林火灾由人为尧气象原因诱发袁多为突发性事
件袁会对管理主体应变能力提出较大考验遥 当前袁由

火源监管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袁相关部

于专业水平限制袁相关人员对火灾事故不敏感尧响应

门要注意做好针对性分析袁采取引导与管理相结合

速度慢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袁只有建立完善尧科学的应

的方式袁提升监管有效性遥 首先袁要建立野外用火审

急预案袁才能改善此类情况遥 首先袁管理者应做好资

批制度遥 炼山造林是林场经营常见手段袁工作人员通

料调研袁对历史火灾诱因尧蔓延形式等进行深入分

常会在宜林地范围内点火清理地面遥 这种方式较为

析袁结合当地地理信息尧气候状况袁以区域尧季节尧时

高效袁但同时也增加了火灾隐患遥 因此袁要建立严格

间等为依据进行危险等级划分袁按照等级进行预案

的审批制度袁规定作业时必须由专业监督人员陪同袁

编制袁重点充实雷击多发区域尧可燃物聚集区域等的

并避免在大风天气尧夜晚环境施工袁防止火种飘散发

预案细则袁综合运用计划火烧技术尧防火线技术等袁

生火灾事故遥 其次袁要做好周边民众的用火管理袁严

明确火势发展到何种程度时就必须呼叫消防尧公安

禁民众违规进入林地纵火袁同时充分重视农业用火袁

救援袁防止时机延误造成的灾情扩张袁提高预案适用

在林地边缘 300 m 范围内禁止焚烧秸秆袁所有农事

性遥 其次袁应组织下辖员工进行预案演练遥 基层护林

用火作业必须以村镇部门为中心袁在统一领导下经

人员是火灾控制第一线袁必须具备充足的防火知识

过审批集中开展袁避免森林火灾的发生[2]遥 在流程尧指

和救火器械应用技术袁预案演练就是不错的实操契

标细化的基础上袁做好防火划责袁对举报尧阻止违规

机遥 相关部门应注意结合生产安排合理设定演练周

行为的管理主体进行评优奖赏袁与业绩考评相挂钩袁

期袁在不耽误生产进度的同时袁巩固和促进演练知识

激发工作者的积极性遥

的吸收袁提高员工应对紧急森林火灾的能力遥

2.3 引进先进防控技术

3

森林资源分布范围较广袁地面巡查能力有限袁通

森林资源保护建议

3.1 优化林业经济结构

信讯号时常出现断联袁仅仅依靠传统防控技术很难

林业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林场当前普遍存在

适应火灾防控形势袁极易出现防控盲区袁导致森林火

的问题袁单一的经营结构给林场生存带来了巨大压

灾的扩大和蔓延遥 因此袁经营主体要针对这些问题进

力袁过度采伐也破坏了生态系统自然修复进程遥 因

行分析袁积极革新技术体系遥 首先袁可以引进防火 3S

此袁产业结构优化就成了森林资源保护的首要任务遥

技术遥 通过 GIS 绘制林业资源分布图袁借助可视化分

经营主体应当加强资源保护理念渗透袁 在采伐量和

析对森林资源进行清查袁划定防火重点区域袁加强巡

林木生长周期之间寻找平衡度袁改变以往单一资源

视曰利用 GIS 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袁方便管理者及时

优势带动创收的模式袁通过深加工方式袁提高木材附

搜集气象变化情况袁有助于预防雷电事故袁做好扑救

加经济价值遥 同时袁还应关注替补产业的发展袁降低

准备遥 借助 GPS 技术实现视通性分析袁找到观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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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植袁引进适宜生长的果木袁开发高营养价值的森林食

森林资源能够创造宝贵的价值财富袁在改善生

品尧保健品等袁缓解采伐压力袁给森林状态的恢复留

态环境尧带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遥 在现阶段

出充足的时间遥 此外袁要借鉴成功经验袁开发环境友

的林业管理中袁火灾预防尧保护监管力度都相对不

好的新型林业项目袁比如森林旅游尧森林教育等袁赋

足遥 相关主体应当正视这些问题袁主动作为袁大规模

予森林更多的人文尧知识价值袁增加第三产业比重袁

推广森林资源防火尧保护理念袁强化监管力度袁借助

促使当地森林资源走上健康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遥

GIS尧RS尧GPS 等技术实现全天候防控袁提高工作的实

3.2 细化资源保护条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曳是我国森林资源保护

时性和有效性袁以应急预案为基础开展内部演练袁为
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遥

的根本依据袁相关部门和经营主体应当以此为基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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