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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守 绿 水 青 山
——米易县全力推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落地落实

加强培训宣传提高认识

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9年，已查明
火因的森林草原火灾中，由人为原因引发的占97%以
上。因此，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人的因素至
关重要。

在推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中，米易县
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
作专题培训，各部门、乡（镇）相关负责人、林业站长、
村（社区）两委负责人、14支森林消防队队长共320余
人，就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进行了集中“充电”。

本村森林防灭火存在哪些问题和短板、如何做好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培训会上，除了学习扑救森
林火灾的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经验启示、注意问题等
知识外，参会人员紧紧围绕关键问题，进行了激烈讨
论，形成意见建议80余条。

在米易，像这样的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集中“充
电”还有很多。通过自上而下的专题培训，米易县进
一步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积极
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而推动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在全县范围内落地落实。

“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靠政府‘单打独斗
’是行不通的，唯有形成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格局，
才能真正大幅降低森林火灾的发生率。”米易县森林
防火相关负责人说。

在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米易县积极
通过编发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资料和告知书；将森林草
原防灭火知识抢答、火灾案例宣讲融入彝族火把节活

动；改编森林防火歌曲，组建彝语宣传队等，广泛开展宣
传活动，使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高度统一。

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路边可燃物太多，需要及时清理。”
“在清理时，一定要注意水土流失。”
……
8月中旬，在米易县盐米路，县交通运输局、县自

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就道路旁林
下可燃物清理进行了讨论协商。大家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解决了路旁林下可燃物的清理效果、清理时限、
责任落实等问题。

一周后，按照有技术标准、有标识标牌、有责任
人、有后续管护措施的“四有”原则，米易县在盐米路
部分路段完成30公里路边可燃物清理。

在推动该路段路边可燃物清理的同时，米易县全
面推动“四边”可燃物清理，共清理路边可燃物390余
公里，清理电力通道可燃物204公里，清理5座寺庙、20
余户林区企业、600余户村民房前屋后、地边可燃物。

在推进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过程中，米易县
紧扣反馈问题，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目前，反馈
的10个问题已完成8个，正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和可燃物清理问题整改。

除抓好国务院、省督导组反馈的问题，米易县还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通过全面开展以村民小组、
林区企业为单位的火灾隐患排查，根据排查整治发现
的新问题、新情况持续完善“四个清单”，并建立经信、
林业部门联络会商机制，及时排查林区输配电设施隐

患，全力“防火于未燃”。

强化保障共守绿水青山

近日，走进米易县森林消防队，巡护侦察无人机、
风力灭火机等灭火装备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占地
500平方米的森林消防队营房已挂网招标，预计11月
底前建成投用。

“今年新购了两台巡护侦察无人机，花了近50万
元，还更新了一系列救火装备，队伍的救火能力得到
较大提升。”县森林消防队相关负责人说，目前，他们
正在熟悉新装备，争取早日学懂弄通，增强队伍的实
战能力。

今年，米易县已投入森林防火经费1500余万元，
用于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装备购置、队伍建设等。为
进一步推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
米易县委县政府启动编制“十四五”森林草原防灭火
规划，持续加大对队伍建设、装备保障、防灭火基础设
施等方面投入，不断夯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基础。

除着力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硬件设施外，米易县
还“软”“硬”兼施，通过建章立制，全面提升防灭火工
作能力。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重点区域管控
能力；乡（镇）进一步完善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全
县森林火灾处置程序更加规范、流程更加合理；73个
村将森林防火纳入村规民约，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
实现森林防灭火人人有责……

从强化宣传到隐患排查，再到强化软件、硬件提
升防灭火综合保障能力，米易县靶向发力、精准施策，
全方位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共守绿水青山。

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进行时

烟叶收购
全面展开

本报讯（吴琦 记者 李
杰 文/图）“今年一共种了36亩
烤烟，今天卖了415公斤烟叶，收
入10700元。”近日，在新山傈僳
族乡坪山烟叶收购点，高隆村五
组村民陈代辉脸上乐开了花。

目前，米易县新河、坪山、白
马等地的 14 个烟叶收购点全面
展开烟叶收购工作。为切实做
好服务，14个烟叶收购点均设置
服务岗，为烟农提供便餐、茶水、
牛奶、便民药箱、充电等服务。
同时，各收购点严格收购纪律，
各级收购人员按照“不抽烟农一
支烟、不喝烟农一瓶水、不拿烟
农一分钱”要求，严格自律，保障
整个烟叶收购工作公开、公平、
公正。

今年，米易县共种植烤烟3.5
万亩，计划收购烟叶10万担。

□任洪波 本报记者 李杰

9 月 13 日至 14 日，米易县持续出
现强降雨过程，全县9个乡镇的部分村
组不同程度受灾。面对汛情灾情，全县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践行“严细实快”的工
作作风，积极投身防汛救灾一线，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迅速行动，筑牢红色堡垒
灾害发生后，米易县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作出部署，构建
起县、乡（镇）、村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县
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带头，县四大班
子成员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牢牢把握

防汛救灾主动权。
同时，整合资源投入 565 万元，实

施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项目 4
个，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监控点位66处，
点对点绘制地质灾害“防、治、救”工作
流程，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
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
力量，构筑起坚实堡垒。

冲锋在前，彰显模范本色
9月18日，走进白坡彝族乡张门扎

集镇，随处可见党员先锋队协助村民清
理屋内淤泥的场景，鲜艳的党旗和红袖
标成为现场最靓丽的风景。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旗高高
飘扬。

面对灾害，县委组织部立即发出投

身防汛救灾倡议，各乡镇和消防、交通、
水务、住建、供电等部门立即响应，组建
党员先锋队伍26支860余人，迅速投入
到转移群众、道路抢修、通讯复通、清泥
排淤等工作中，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截至目前，各乡镇受灾群众已安全
转移安置，受泥石流冲击的白坡彝族乡
中心校和幼儿园师生已全部安全转移
到位于普威镇的米易第四中小学校。

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在防汛救灾中，米易县委把防汛救

灾作为检验和考验干部的“试金石”和

“磨刀石”，在防汛救灾一线检验“守纪
律、提效能、强执行、作表率”活动成效。

在 防 汛 救 灾 现 场 ，县 级 领 导 率
2300 余名机关党员干部深入联系村

（社区）、企业和帮包贫困户，为受灾群
众和企业想办法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和使命。

在防汛救灾中，米易县委注重发
现、挖掘、宣传防汛救灾先进典型和模
范事迹，大力营造“榜样就在身边”的氛
围，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干在
一线的担当精神，为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本报记者 李杰 文/图

日前，国务院督导组对攀枝花市森林草原防
灭火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督导。督导组第一
站就走进了米易县。

米易县林地面积225.74万亩，全县森林面积
204 万亩，森林覆盖率 64.3%，森林蓄积量
1319.5万立方米。同时，米易县干湿季节明显，
每年12月至次年6月为森林防火期（其中2月至5
月为森林高火险期），降雨稀少，气温极高，森林火
险等级高，属国家一级火险县。

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米易县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重要论述
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督导组工作要
求和省、市安排部署，围绕市委市政府“不发生一
起因人为因素引发森林火灾”目标，聚焦“四问”立
行立改，坚决推动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
落地落实。

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森林消防指战员操作巡护侦察无人机。

图为烟叶收购现场图为烟叶收购现场。。

文明创建惠民生 物业点赞送锦旗
本报讯（吴竟源 记者 李杰）

“我代表祥林物业公司和小区业主，对
米易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近年
来的有效指导、热情服务表示衷心感
谢。”9月11日，米易县惠林小区物业
代表向米易县创文指挥部赠送“文明
创建系民生 规范管理促和谐”锦旗。

据了解，以前惠林小区及周边乱
停乱放、侵占绿地、流浪狗扰民等问题
时有发生，是米易县创文整治的重点
区域。在整治中，县创文指挥部积极
与草场乡人民政府、杨柳湾社区以及

物业对接，对物业工作进行有效指导
和帮助，为居民消除了安全隐患，小区
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

创文工作开展以来，米易县创文
指挥部着力完善小区治理定点包干
责任制，建立县领导挂点、责任部门
主导、乡镇辖区负责的责任体系，彻
底治理脏乱差，扎实解决居民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下一步，县创文
指挥部将加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力
度，携手共创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
生活环境。

本报讯（巴且木呷 记者 李杰）
近日，经攀枝花市、宜宾市、阿坝州旅
资委（景评委）推荐，省旅资办拟将米
易县颛顼龙洞景区等6家景区纳入近
期开展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检评
定工作计划，将适时随机派出评定检
查组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
法》开展省检评定工作。

据了解，颛顼龙洞景区位于米易
县白马镇龙肘山下、安宁河畔，处于

川、滇、藏香格里拉旅游大环线上，
旅游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同时，景
区由颛顼龙洞、龙吟峡谷、花水坝壁
画、天然盆景园、野生植物园、龙肘
山顶风光区等景点组成，构成山水
秀丽、风光奇特、格调高雅的自然风
景胜地。此外，颛顼龙洞景区内，负
氧离子浓度居全国第一，是名副其
实的天然氧吧，被誉为“四川一宝·地
下奇观”。

县纪委监委

出台十七条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瞿华江 记者 李杰）日

前，米易县纪委监委出台《关于深化服
务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十七
条措施》，加强纪检监督职能，深化服
务保障，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据了解，十七条措施立足纪检监
察职能职责，明确了6个方面17条具

体举措，包括推动纾困惠企政策落地
落实、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
引导政商亲清交往、积极保障企业健
康发展、保护干部干事创业激情、规范
履职接受监督等内容，切实为全县夺
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双胜利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杰）为解决部
分特殊困难群众在现行政策下无法
及时有效获得救助的问题，近日，米
易县创新政府救助机制，采取“保
险+救助”的新方式，全力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

米易县通过公开采购全县政府救

助保险项目，将商业保险引入社会救
助体系，创新社会救助形式，有效解决
了当前救助政策覆盖面窄、内容单一
等困难群众急盼解决的难题，实现了
政府小投入、民生大保障的目的。截
至目前，米易县已完成政府救助保险
理赔9起，赔付金额12.93万元。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保险+救助”创新政府救助机制

颛顼龙洞景区

纳入国家4A级景区省检评定计划

本报讯（记者 李杰）9月16日，
米易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县
内屠宰场开展了专项检查，进一步提高了
屠宰场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检查中，工作人员检查了包括屠
宰设施设备的运行、进场查验登记、肉
品检疫规范化、“瘦肉精”检测、非洲猪
瘟检测、无害化处理、官方兽医及检疫
检验人员履职各项制度落实等情况。

对屠宰场存在的问题，检查组提出了
限期整改要求。

检查组要求各屠宰场检疫人员对
畜禽到场、屠宰等环节做好记录记载，
做到相关验讫印章及标识管理规范，做
好畜禽进场查证验物工作，加强非洲猪
瘟检测工作，建立健全畜禽进出场记
录，做好屠宰场卫生消毒工作，落实安
全生产各项措施，定期排查安全隐患。

县农业农村局

专项检查提高屠宰场安全生产意识

本报讯（记者 李杰）为大力推
进健康促进县建设，创建健康生活环
境，米易县行政审批局按照要求，购
置健身器材，建成健康小屋并进入调
试阶段。

据了解，健康小屋是为增强干部
职工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保
障干部职工身体健康而建设的健康促
进场所，配备了跑步机、动感单车、健

腹板、拉力器等健身器材，还有相关体
检设备，可以进行身高、体重、血压、血
糖、体脂等监测，让干部职工清楚了解
自身身体状况，进行有针对地锻炼。

县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健
康小屋的建成，有助于干部职工对自我
健康的管理，更新健康观念，增强防病
意识，逐步形成科学健康生活方式，提
高健康水平，以便更好为群众服务。

颛顼龙洞一景颛顼龙洞一景。。 （（米易县委宣传部供图米易县委宣传部供图））

县行政审批局

建设健康小屋方便职工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