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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茅坪中心保护站辖区位于整个长青保护区的南部,面积13365公顷,管辖九池、东坪、石关三个
巡护和森林防火责任片区。与茅坪村、三联村、九池村、全胜村和华阳镇汉坝村接壤,区内沟大林深,
海拔落差大,地形复杂,人为活动较频繁,森林防火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近年来森林防火工作出现了一些
新特点、新问题,加大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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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百姓特别看重祭拜祖的活动,并把这

林火灾扑救预案并组织扑救队员进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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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活动列入到了自己生活的重要议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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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因烧地边等农事活动引发的小规模

2.9林农吸烟乱扔烟头的陋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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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情思想麻痹,不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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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使人、机

防座谈会,相互交流了工作经验,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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