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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 何嫄

本报讯 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
教训，全力遏制近期火灾高发态
势，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大检查工
作，确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常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日前制定

《全市消防安全“除患治违”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市政府开专题会动员部署，
确保认真抓好落实，取得实效。

16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消
防安全“除患治违”专项行动动员部
署会。会上，常州消防从出台背景、
工作目标、整治重点、职责分工、工
作节点、工作要求等六个方面详细
解读了《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
专项行动的工作措施和任务目标，
并围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等消防法律法规开展了培训。

会后，全市各级消防单位相继
召开消防安全“除患治违”专项行
动动员部署会，全面分析当前全市
消防安全形势，并就做好当前消防
安全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据悉，全体监督员分片包干，
深入走访督促各单位履行主体责
任，尤其是深入重点企业单位、在

建工地、住宅小区、幼托机构、考点
学校等，针对消防安全隐患开展自
查自改、督促整改。截至 20 日，全
市共检查社会单位及场所 3306
家，发现消防安全隐患 2819 处，督
促整改 2657 处。同时，指导企业将
消防安全列入企业安全生产方案
重要内容，做到全员消防安全职责
交底到位、消防设施检查测试到
位、防火巡查检查到位、用火用电
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管理到位、员
工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到位、灭火应
急疏散演练到位。

常州消防在开展监督检查的
同时，还积极深入商场、市场、小区
等场所，利用消防宣传车，播放消
防安全宣传短片，在宣传栏张贴海
报，向群众发放消防宣传资料，讲
解消防安全常识；积极开展企业消
防安全培训，借力安全生产月咨询
活动，传播消防安全知识的同时，
推广消防安全蓝码。

下一步，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将以落实《实施方案》为核心，继续
推动各级政府落实领导责任、行业
部门落实监管责任、社会单位落实
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构筑立体化消防宣传格局，为
常州消防安全稳定护好驾、保好航。

已检查社会单位及场所3306家，发现消防安全隐患2819处，督促整改2657处

全市开展消防安全“除患治违”专项行动
本期共接到342起警情，其中火灾扑救164起、抢险救援52起、社会救助121起、其他5起，共出动队伍

349队次、车辆653辆次、人员3202人次。

（一周警情）

■周祥 邵文晔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今年 6 月是全国
第21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
任人”。为加强儿童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启迪和鼓励广大少
年儿童从小培养消防安全意识
和良好的安全习惯，掌握消防
安全常识和逃生技能，常州市
新北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新北
区河海实验小学，开展“童心说
消防，安全伴成长”消防主题演
讲活动。这是常州消防推出的
2022 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
动之一。

17 日，“童心说消防，安全
伴成长”消防主题活动在河海
实验小学黄河路校区多媒体教
室举行，河海实验小学的同学
们以消防为主题开展演讲。孩
子们通过消防演讲、消防知识
讲解、疏散演练、消防车展示等
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消防
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同
时，也为暑期安全作了良好准
备。

主题演讲后，消防宣传员
们为参与的同学颁发了荣誉证
书，并赠送《小学生消防安全教
育手册》。随后，消防救援人员
还向同学们讲解了消防安全知
识、消防安全的注意事项、安全
标志的识别、校园消防疏散时
该怎样操作⋯⋯宣讲课结束，
安全警报响起，教室内的所有
师生运用学到的消防疏散方
法，在校领导及老师的组织与
协调下有序开展疏散演练。弯
腰、低头、捂口鼻，师生们通过
消防疏散通道，从多媒体教室
快速撤往学校南操场集合。在
操场上，消防员打开消防车，供
学生参观，并向师生们讲解正
确的灭火方法以及消防器材的
使用方法。

“我们想通过互动交流，
提升学校全体师生的消防关
注度与参与感，让消防意识
和消防技能入脑入心，起到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最终目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链 接 1
校园消防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贯穿在社会每个角
落。在校园日常生活中，除
了关注学习，还要时时树立
消防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校
园安全管理要求，避免意外
发生。

关于教室
1. 不要携带火柴、打火

机等火种进校园、进教室，更
不能携带汽油、烟花爆竹等
易燃易爆物品进教室。

2. 不在教室门口逗留、
玩耍、打闹，保证教室门口的
通畅。

3. 最后离开教室的同学
要关掉教室的电器、照明开
关。

4. 发现教室中的设备出
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

5. 爱 护 学 校 的 消 防 器
材，比如走廊上的灭火器、疏
散指示标志等，确保其完好
有用。

关于实验室
1. 应该遵守实验室安全

操作规范。
2. 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使

用实验室设备。
3. 使用仪器设备前应认

真检查电源、管线、火源、辅
助仪器设备等情况。

4. 按 规 定 配 置 消 防 器
材，掌握一定的消防自救知
识。

关于体育馆、报告厅和
食堂

1. 出入体育馆、报告厅，
要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做到不
携带易燃易爆品，如汽油、酒
精等。

2. 禁烟区不准吸烟，不随
地乱丢烟头、火种。

3. 厨政管理人员除加强
日常例行检查外，每月要对厨
房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检查
出来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4. 厨房内必须配备一定
数量的消防器材，并指定专人
管理，按时检查，经常养护，定
期更换，保证器材的完好有
效。

5. 要保持这些区域疏散
通道的畅通。

链 接 2
如遇火灾应如何逃生？

1. 如果是初期火灾阶段，
火势不大，可以根据情况，用
一桶水或灭火器材扑灭火焰，
然后撤离，通知校方；如遇大
火，要保持镇静，不要跟从人
流乱冲乱撞。若通道已被烟
火封阻，应背向烟火方向离
开，并拨打119报警。

2. 火灾发生时，不要顾及
贵重物品，把时间浪费在穿衣
服或搬运贵重物品上，可以待
在阳台、窗口等易于被人发现
的地方。大声呼喊、敲击东西
或是晃动鲜艳的衣物，发出求
救信号。

3. 火灾逃生时，用湿毛巾
捂住口鼻，将身体趴在地上匍
匐或弯腰前行，迅速寻找安全
通道离开。若无法从宿舍逃
出，应关紧大门，用湿毛巾、湿
布等塞住门缝，不停用水淋透
房间，并用双手护住头部，以
防被重物砸伤。

4. 发生火灾时，不可乘坐
电梯，以免耽误救援，增加施
救难度。

小学生踊跃参与消防主题活动

■周祥 邵文晔 何嫄

本报讯 15 日，我市金坛区一
酒店室外广告牌突发大火。接警
后，常州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
场展开扑救，约 10 分钟后大火被
扑灭。所幸现场无人员伤亡。

经调查核实，火灾发生时，该
酒店处于正常营业状态，起火部位
位于该酒店 3 楼室外广告牌铁架
处。这场大火，是因为施工人员在
拆除酒店广告牌过程中违规操作
导致。目前，辖区消防部门已对施
工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并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据介绍，电气焊割属明火作
业，焊点温度通常可达 3600℃至
6000℃，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
的危险。消防提醒，在焊接时有大
量火花和高温焊渣飞溅，如飞溅或
接触到木材、棉麻等可燃物上，能阴
燃蔓延造成火灾；当接触到易爆气
体时，很可能会引起爆炸。因此，在
动火作业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防范措
施，避免事故发生。

消防建议，应严格落实施工场
所的安全管理，逐级落实安全责任
制，人员分工应职责明确，加强对进
场施工操作人员的审查，在安全措
施上严格把好关。在营业场所应严
禁焊接作业，正在营业、使用的人员
密集场所，禁止进行电焊、气焊、气
割、砂轮切割、油漆等具有火灾危险
的施工、维修作业。作业人员必须
持证上岗，施工单位的动火操作人
员必须经国家正式培训考试合格，

且焊割的作业项目要与其取得的特
殊工种操作资格证相符。作业前，
应把周围的可燃物清理转移或采取
有效的安全措施进行处理。进行现
场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
业应配备灭火器材，并应设置动火
监护人，施工作业结束后要立即消
除火种，彻底清理工作现场，并进行
一段时间的监护，查看没有问题再
离开现场，做到不留死角。

链 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关于焊接作业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规定：
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

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
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
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
规定。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
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
操作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
全操作的规定。

第六十三条规定：
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

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
烟、使用明火的，可处警告或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

第六十四条规定：
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

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施工人员被立案查处

违规拆除广告牌引发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