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省总工会、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动员全省广大职工工会会员积极消费繁荣市场发展经济的通知》，在广
大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和积极评价。这种在全国率先创新出台的“湘消费”政策，让历经疫情寒流的湖南市场迅速复苏回暖。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湘消费 春暖市”专栏，采写人们到商场、门店、小摊点使用“湘消费”工会消费券的
消费场景，引导人们走出家门，开展线下实体消费，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稳定生产经营，推动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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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欧阳锋

4月1日，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
厅长罗德龙介绍了今年特别是清明节
期间全省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情况。

今年全省森林防灭火工作将确保
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内，森
林火灾发生率下降5%，坚决防范重特
大森林火灾发生，防止因灾造成人员
伤亡。当前，是我省森林火灾的高发
期，要重点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守护
好绿水青山。

火险高、用火多、防火
意识不强——

多重因素交织叠加，
森林防灭火整体形势严峻复杂

清明节前后是我省森林火灾的高
发期。近5年来3至4月份我省共发生
森林火灾 468 起，占 5 年来全省森林
火灾总起数的46.2%。

今年清明节期间，正是抗击疫情，
复工、复产、复学的关键时期，森林防
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新要
求，形势严峻复杂。

森林火险高。近年来，我省在林地
保护方面成效显著，林下可燃物堆积
多，部分重点林区林下可燃物堆积达
到每公顷 50 至 60 吨，是国际公认易

发特大火灾临界值的两倍。气温逐步
回升、降雨减少，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
加。

野外用火增多。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城乡居民外出踏青赏春人数
增多，野外用火增加。加之清明节期
间，野外祭扫点香烧烛、焚烧纸钱、燃
放烟花鞭炮等行为增多，极易发生火
灾。

防火意识不强。部分地方还存在
着“上热下冷”“重救援、轻日常，重扑
救、轻防范”等现象，一些民众防火意
识不强、避险自救能力不足。

封住山、看住人、管住
火——

压实责任，加强教育，
从源头进行管控

全力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我省
制定印发了《全省森林防灭火工作要
点》，明确各项工作牵头单位和配合部
门。要求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党政
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经营单位主
体责任，防范化解重大森林火灾风险。
应急管理、公安、林业等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强化监管，建立协调联动机制，
确保无缝对接，形成合力。加大责任追
究力度，对有关失职人员依法依规严
肃追责，严惩火灾肇事者。

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提升
全民防火意识。全面开展森林防火宣
传，结合正面宣传和案例警示教育，加

强公益宣传和舆论引导。倡导绿色低
碳祭扫，推广网上祭扫、远程祭祀、家
庭追思等移风易俗祭祀方式，改变不
良传统用火习俗。

加强源头管控。部署野外火源专
项治理行动，4月1日至10日，全面禁
止林区野外农事、祭祀、林业生产、施
工、野炊等动火用火行为。加大执法力
度，依法严厉查处林区各种野外擅自
用火和失火责任人。在重点地区重点
时段和景区入口设立检查站，严格管
控进山入林人群，收缴各类火源火种。
确保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

打早、打小、打了——
做好应急准备，加强值班

值守，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森林防灭火工作重点在防，但也
要做好应急准备，一旦发生火情能迅
速处置，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及时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高
火险预警信息，指导各地因险施策、因
险设防，提前部署扑火队伍靠近驻防，
确保科学施救，扑火安全。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落
实领导带班和备勤人员，不能脱岗
漏岗，加强值班值守。落实信息报送
制度，确保卫星监测热点 2 小时内核
查反馈到位和火情信息及时上报。
加强火情调度，多渠道了解火场信
息，全方位掌握火场态势，杜绝迟报
漏报瞒报。

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

严防森林火灾
护好绿水青山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4 月 1 日，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森林公安局、省
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就如何做
好我省森林防灭火工作，回答了记者
提问。

1.7 项措施治理野外
违规用火

问：今年，我省将开展林区野外火
源专项治理行动，请介绍一下专项治
理行动部署情况？

答：2017年至2019年，我省已查
明火因的 778 起森林火灾中，人为原
因引发的火灾占 98%以上。为切实从
源头上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风险，遏制
我省森林火灾高发多发势头，省森林
防灭火指挥部决定从3月至6月份在
全省开展林区野外火源专项治理行
动。重点治理农事用火、祭祀用火、林
业生产用火以及穿越林区输配电线
路、野外吸烟、未成年人管控等存在
的问题。

采取 7 项措施进行治理。一是深
入研究森林火灾规律、评估森林火灾
风险，找准本地重点隐患；二是强化
宣传教育，提升全民防火意识；三是
坚持疏堵结合，推动规范用火，逐步
改变不良用火习俗；四是加强重点管
控，严防意外失火；五是加大执法监
督力度，严惩失火纵火行为；六是完
善制度规定，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七
是完善应急预案，早期快速灭火。

2. 防范农业生产野外
用火引发森林火灾

问：为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农
业农村部门准备采取哪些措施？

答：农业农村部门将采取 4 项措
施，防范由农业生产野外用火引发森
林火灾。

建立防控机制。省农业农村厅办
公室下发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野外
用火安全的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建立健全农业生产野外用火
安全工作体系，从机制上做好森林火
灾的防控。

加大宣传力度。建立省、市、县、
乡、村农业生产野外安全用火宣传教
育体系，把农业生产野外用火安全知
识纳入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乡村治
理、污染防治、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
宣传教育内容，引导农民群众农业生
产安全野外用火。

加强源头管控。大力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从源头解决火灾隐患。今年，
省农业农村厅将出台秸秆综合利用
实施方案、健全秸秆资源台账等多项
措施，进一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减少秸秆存量，消除火灾隐患。
强化督导检查。在森林火灾高发

期，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开展森林防
灭火督导检查工作。从今年开始，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建立森林火灾信
息上报机制，指定专人负责。

3. 引起森林火灾最高
可判死刑

问：引起森林火灾需承担哪些法
律责任？

答：去年，全省共破获森林火灾
刑事案件 22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4 人。引起森林火灾按照违法犯罪
情节和造成的后果，需要承担相应责
任。

放火烧毁森林，达到刑事立案标
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
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
刑。

失火烧毁森林，达到刑事立案标
准，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
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森林高火险期违规野外用火，拒
不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紧急状
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处警告或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
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
处 2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4.消防救援队伍枕戈待旦

问：我省消防救援队伍针对清明
节等高火险期做了哪些准备？

答：针对清明节等高火险期我省
组建了森林火灾扑救机动队伍，总人
数为 1250 人，配备了消防车、机动
泵、背负式细水雾、水囊、风力灭火机
等灭火装备。省消防总队航空救援大
队 2 台直升机随时做好出动准备。每
个县（市区）消防救援站均组建了一
支森林灭火分队。

通过开展远程视频拉动演练、专
业技能训练，不断提升消防救援队伍
森林火灾灭火救援能力。全省各级消
防救援队伍分别制订了森林火灾扑救
应急预案，及时掌握预警信息，随时做
好出动准备。针对火灾风险等级高、人
员流动性大的烈士陵园、陵墓和景区
等地点，派出消防车和消防指战员到
上述地区备勤，对周边树木杂草提前
进行湿化处理，确保重点地区的安全。

治理违规野外用火
杜绝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

湖南日报4月 1日讯（记者 邹靖
方 田甜）日前，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财
政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动员全省广
大职工工会会员积极消费繁荣市场发展
经济的通知》，将全年可发放的7个节日
慰问费中未发放部分和抗击疫情特别慰
问费300元，以消费券形式，提前一次性
发放给全体职工和工会会员。

根据湖南省总工会所发文件规定，
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可各自通过

“湘工 e 家”微信公众号链接的“湘消
费”小程序或中国移动“和包支付”等支
付平台，购买定额电子消费券，发放给

本单位职工、工会会员。职工、工会会员
凭券在全省商贸、餐饮、旅游等线下实
体商户消费，通过微信、和包支付抵扣。

通过腾讯“湘消费”小程序发放的
部分，消费券在200至2400元之间设置
了 23个面额档，机关事业单位在“湘消
费”小程序内下单并购买后，可将其派发
给指定的工会会员，或派发至工会会员
微信群中。工会会员确认领取消费券后，
消费券将自动加入该会员的微信卡包，
并下发消费券领取通知。消费券可在湖
南省内34万微信支付商家使用。消费券
需要在5月5日24时前消费完毕。

中国移动“和包支付”消费券，推出了
“春回潇湘百业兴”活动。在手机上下载并
打开“和包支付”APP，按提示完成用户
注册，首页点击“长沙和包券”或“春回潇
湘百业兴”专题入口，便可以一键查看和
领取和包消费券的余额并查看有效期。点
击“适用商户”可查询适用的消费门店。

仅在长沙和包消费券就可在全市
50家连锁商户及 5.63万个签约商家使
用，覆盖商业广场、超市、药房、餐厅、酒
店、娱乐场所、员工食堂、休闲农庄等丰
富的消费场景，满足消费者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所有需求。

“湘消费”“和包支付”
助力我省发放消费券

湖南日报4月 1日讯（记者 黄亚
苹 实习生 刘文）尽管今天是工作日的
下午，但在长沙市华润万家蔡锷路店
内，仍有不少正在挑选商品的消费者。

“上周，单位工会发了节假日福利
消费券，趁着有时间来囤货，清明小长
假可以宅家吃零食了。”正在该超市零
食区挑选膨化食品的刘先生介绍，收到

消费券后，同事们个个都很高兴，“想买
什么早就已经想好了。”

“消费券不仅能增强消费信心、鼓
励消费者走出家门，也能提升市场繁荣
程度，对零售行业来说是极大的利好。”
华润万家蔡锷路店总经理雷云林表示，
超市会严把商品质量关，做好消费者服
务，也欢迎持券的顾客进店消费。

雷云林介绍，门店从上周起便开
始陆续有持券市民前来消费，而随着
清明、五一小长假的到来，线下消费
逐渐活跃，消费券预计带动 15%客流，

“ 持 券 顾 客 也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消 费 特
征，消费结构从家庭民生消费转向休
闲食品、居家用品消费，推动商超消
费合理化。”

买买买！工会福利消费券预计带动客流15%

湖南日报 4 月 1 日讯（记者 朱
蓉 黄亚苹）工作餐，吃什么？大部分
市 民 选 择 单 位 食 堂 或 外 卖 盒 饭 。今
天，因为新收到了单位工会发放的法
定节假日消费券，在城南天虹购物中
心附近工作的曾先生，选择与两位同
事改善伙食，到单位附近一家名为员
外胡萝卜的餐馆吃中饭。

“3 个人吃了一顿饭，点了 5 个菜，
自己只支付了 1 块钱！”曾先生向记者
展示的微信支付记录显示，在买单时
分别使用了 3 张面值 20 元和 2 张面值

50 元的消费券后，这顿丰盛的中餐实
际仅花费了 1 元。他还直言，因为有了
消费券才想到去餐馆吃饭，“不然就吃
盒饭了”。

采访中，多个餐饮门店负责人表
示，自上周开始，门店开始接待持消费
券前来用餐的消费者，而本周消费者明
显增多。

湘爵士九龙仓店店长杨娟介绍，消

费券的发放有助于提高客单价及上座
率，“刚复工时，用餐高峰期也只有一两
桌客人，现在入座率基本超过 70%，餐
饮消费正逐渐复苏。”

“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从4月1日
起，湘爵士还将为和包支付用户派发
50 元无门槛抵用券。”杨娟表示，有了
消费券助力，预计五一小长假，门店又
能看到热闹的翻台景象了。

不吃盒饭，下馆子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刘文）“跟平时操作流程一样，点
开微信付款二维码，系统会自动选择剩
余消费券最优使用组合，非常方便。”4月
1日中午，长沙市民廖小姐领取到工会发
放的消费券后，便迫不及待地与朋友逛

起了单位附近的i city美好生活中心。
在该商场一楼的某快时尚品牌专

柜，廖小姐看中了一条售价为 199元春
季新款牛仔裤。在使用了 3 张 50 元、2
张 20 元，总共金额为 190 元的消费券
后，她实际仅支付 9 元，便把这条牛仔

裤买了下来。
“比起过节发的购物卡，这次工会发

的福利消费券不限定消费场景，使用起
来更加得心应手，点赞！”廖小姐笑着说，
有了这批消费券，买水果、购物、下馆子
基本不需要花钱，“好像捡了个大便宜。”

用上消费券，9元买下售价199元新款牛仔裤

3月22日，长沙市
开福区万达商业广场，
市民在参加互动秒杀
大礼包游戏。当天，开
福区通泰街街道“相约
春天·开启幸福”2020
消费季活动热闹启动。
街道联合辖区商家开
展让利促销惠民活动，
以提振百姓消费信心，
逐步恢复消费市场活
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欧阳金雨

“不吃盒饭了，今天下馆子去！”一
些先行收到单位工会消费券的员工，用
这样的方式“犒劳”自己；“9元买下售价
199 元新款牛仔裤”，背后是消费券在

“助力”；“比起过节发的购物卡，这次工
会发的福利消费券不限定消费场景，使
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许多人对消费
券的灵活使用方式大加赞赏……

从4月1日开始，全省机关企事业单
位工会向工会会员一次性发放的消费券
开始流通。“消费券不仅能增强消费信
心、鼓励消费者走出家门，也能提升市场
繁荣程度，对零售行业来说是极大的利
好。”看着明显回暖的客流量，一些紧锁
眉头多日的商家、店老板看到了清明小

长假带来的商机。更有专家表示，随着清
明、五一小长假的到来，线下消费逐渐活
跃，消费券预计带动15%客流。

因疫情影响，不少实体行业受到的
冲击比较明显。眼下正是实现复工复产
和扩大内需的加速期，企业职工、工会
会员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推
进复工复产、稳定就业、繁荣市场的受
益者，在当前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消费、
繁荣市场的重大任务上，也应当担负起
参与者、贡献者的责任。动员职工、工会
会员适度扩大消费，是一桩利民利市的

“多全其美”，既能满足消费者自己吃喝
玩乐、衣食住行需求，又能为小微企业、
贫困地区共度难关搭把手、出份力。

消费是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消
费券“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早已被证明。

远有 1999年日本发放“地域振兴券”缓
解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近有 2009 年
杭州以 9.1 亿元的消费券换来了 1∶1.3
的拉动效应。如今在我省，消费券的注
入将让人们走出家门恢复线下消费。线
下消费活了，就能有效带动生产，进而
带动员工稳定就业、收入增加，为各行
各业“回血”复苏加油助力。

发放消费券，是湖南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出
台的政策“组合拳”的一部分。据了解，该
券在我省34万微信支付商家均可使用，
仅在长沙，可在全市 50 家连锁商户及
5.63万个签约商家使用，覆盖商业广场、
超市、药房、餐厅、酒店、娱乐场所、员工
食堂、休闲农庄等丰富的消费场景，满足
消费者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所有需求。

发放消费券利民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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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林
火
灾

今年全省森林防灭火工作
目标：确保森林火灾受害

率控制在0.9‰以内，

森 林 火 灾 发 生 率 下 降

5%。

1

近5年来3至4月份我省

共发生森林火灾468
起，占5年来全省森林火

灾总起数的46.2%。

46.2%

截至3月29日，今年以
来卫星监测发现我省共

有热点62个，人工接

报火警347个。

3

2017年至 2019年，我
省 已 查 明 火 因 的

778起森林火灾中，

人为原因引发的火灾

占98%以上。

98%

4

去年，全省共破
获森林火灾刑

事 案 件 224
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24人。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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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消费

春暖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