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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市新北区和金坛
区，先后发生了 3 起由于液化
气瓶引起的事故，所幸都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经过消防员的
扑救，险情也都被顺利排除了。

5 月 29 日晚 5 时 40 分左
右，新北区河海大学北门附近，
兰翔新村的一家沿街店面房里
突然起火。泰山路消防中队的
消防员赶到时，店内人员已经
跑到了店外的安全处。店铺里
的火势一度较为凶猛。消防员
立即出动水枪灭火，大约 15 分
钟后将明火完全扑灭了。

据女店主说，她当时正在厨
房里干活，发现液化气瓶与灶具
连接的软管突然爆开，顿时引起
了明火。她想去关阀门，但是液
化气瓶周边温度太高，非常灼
人，根本无法下手，只能报警后
跑到了外面等待救援。

5 月 30 日下午 1 时许，新
北区春江镇百丈盛阳桥附近，
一家快餐店里的液化气瓶突然
发生了爆炸，不但将快餐店所
在的房屋夷为平地，还造成周
边多辆汽车不同程度受损，并
且对面厂房的多处玻璃门窗被
冲击波粉碎。所幸事故中没有
人员受伤。

6 月 9 日下午 4 时 20 分左
右，金坛区学基路的一幢居民
楼内，一户 3 楼居民家中的厨
房里着火了。南环路消防中队
赶到后发现，又是液化气瓶引
发的火灾。

消防员赶到时，厨房里满
是桔色的火苗，室内温度很高，
一个液化气瓶正在大火中被灼
烤。更让人忧心的是，一对老
夫妻还在用盆接水往火上浇。

消防员立即将这对老夫妻

疏散到了屋外，防止温度过高
导致老人烫伤，同时消防员出
动一支水枪对液化气瓶进行冷
却降温。待火苗熄灭后，消防
员将液化气瓶拎到了楼下安全
处，继续对气瓶进行降温和稀
释瓶中漏气。经过消防员近10
分钟的紧张救援，顺利将险情
消除。

据了解，这对老夫妻都已
70 多岁。老太说，她当时自己
在厨房里更换液化气瓶，没有
先测试瓶口和软管是否漏气。
简单更换后，就点火蒸馒头了，
结果液化气瓶一下子就烧了起
来。随后她和老伴展开了自
救，将棉衣弄湿后覆盖在液气
瓶上，并不断向液化气瓶上浇
水。同时报警并等待消防员赶
来施救。

消防专家表示，目前，许多
家庭仍在使用液化气瓶，因此
平时要加强对瓶口特别是软管
的漏气检查，可以用肥皂水涂
抹在瓶口和软管处，如果有鼓
泡的就是有漏气，需要及时找
燃气专业人士处理，并立即更
换。

专家建议，平时液化气瓶
应放置于阴凉的地方，不要让
瓶体受到暴晒，搬动时也要轻
拿轻放，切记不要将瓶体放倒
使用。使用完后应随手关紧瓶
体阀门和灶具开关，避免气体
泄漏。同时不要在液化气瓶上
或旁边堆放杂物，尤其是易燃
杂物。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
要定期检查软管是否老化、松
动、被腐蚀；瓶体是否出现裂
痕、坑塘、变形、腐蚀减薄等缺
陷。一旦发现情况，一定要找
燃气专业人士上门检修以排除
隐患。

近期我市连续发生3起液化气瓶引发的事故

7旬老夫妻自己换气瓶
因漏气引燃了整个厨房

近日，我市发布了对 7 家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实施市级挂
牌督办的通知，要求各辖市、区
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齐抓共
管、密切配合，督促隐患单位履
行隐患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整改措施、整改资金、整改时
限和整改期间的防范措施，切
实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隐
患不整改不放过。

据介绍，这 7 家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是：常州正一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中意宝第花园小
区）（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
115 号）；常州东海气动液压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市钟楼
开发区星港路53号）；常州市武
进区横林新天地休闲娱乐中心

（常州市横林镇东大街 120 号
〈经开区〉）；常州市百乐门网咖
网吧（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孟
河首府 4 幢 1 号）；新北区罗溪
爱之屋副食品店（常州市新北
区罗溪镇延河路同仁苑商铺 2
号楼 6 号）；金坛区西城尚优超
市（常州市金坛区丹阳门北路9
号-10#楼）；溧阳市恒基房地
产有限公司家俱百货市场（溧
阳市溧城平陵中路329号）

通知要求，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的要求，认真落实行业监管
责任，督促挂牌单位加强整改
期间的人防、技防、物防措施，
实施重点监管，严防发生火灾
事故。

昨天，记者还从市消防支
队了解到，上周以来，我市消防
部门继续深入开展“防风险保
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
查专项行动，共检查单位 1606
家，发现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3385 处，督促整改 3372 处，下
发《责令整改通知书》1301 份，
责令“三停”单位2家。

7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被挂牌督办整改

6 月 8 日下午 3 时 35 分左
右，溧阳市竹箦镇前马医院附
近，有一所民房发生火灾。由于
消防员扑救及时，火势很快被完
全扑灭。

竹箦消防中队赶到现场后，
发现是一幢平房旁边搭建的杂
物间起火了。火势一度较大，并

且还在往主屋蔓延。消防员立
即出动一支水枪，对现场进行灭
火冷却，经过大约 20 分钟的努
力，明火被完全扑灭。

经过检查，杂物间里堆放有
机器和杂物等。

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还在
进一步调查中。

杂物间起火，险些烧到主屋

6 月 7 日晚 8 点 05 分左右，
武进区湖塘花园街大桥上，有一
名男子酒后想要跳河轻生，被热
心群众发现后及时制止。

府东路消防中队接警后迅
速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男子看上
去非常年轻，躺在大桥一侧的人
行道上，身上散发着较为浓烈的
酒气。在男子身旁不远的桥栏
杆上，还放着两瓶喝光的江小白
酒。有热心群众将男子按住，还
有热心男子握着男子的手，不停
地劝说着什么。

民 警 已 经 在 现 场 进 行 处
置。男子的父亲也已经赶到了
现场，神情较为凝重。

男子父亲告诉救援人员，儿
子是因为在与女朋友吵了几句，
于是跑到外面。在喝了酒后加上
情绪不佳，才会一时冲动想要跳
河轻生。多亏被旁边的热心群众
及时制止了，否则后果真的不敢
想。他和家人们当时都在寻找，
接到消息后便立即赶了过来。

随后，民警让男子父亲将儿
子接回了家。

与女朋友发生争吵
年轻男子酒后想要跳河

醉酒男子要跳河被热心群众及时制止

6 月 5 日下午 1 点多钟，在
新北区长江路与辽河路的路口
处，一辆电动汽车发生自燃。驾
驶员及时从车里逃生，没有大
碍。消防员赶来后很快将明火
扑灭，只是车身损坏较为严重。

消防员赶到后发现，这是一
辆挂着常州本地电动汽车牌照
的蓝色江铃汽车，整个车身已经
烧成了一大团火球。消防员随
即出动泡沫水枪，大约 10 多分

钟后，明火就被全部扑灭了。
该电动汽车驾驶员是位 30

岁左右的男子。他说这辆车才
买了几个月时间。当时他开车
途经事发路段，突然车子就不动
了，还发出了“砰砰砰”的响声。
他下车查看，发现从汽车底部开
始冒烟，接着就有明火烧了出
来。他连忙报了警。

目前，电动汽车自燃的具体
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刚买不久的电动汽车

开着突然不动了，砰砰响后自燃了

消防员扑灭自燃电动汽车上的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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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直通车

老人自己换煤气引燃了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