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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消防服务十条措施》出台
确保服务优质、审批高效快捷

消消防防工工作作将将更更上上一一层层楼楼

甲甲醇醇罐罐车车侧侧翻翻泄泄露露
文文亭亭中中队队成成功功处处置置

杨杨棉棉飘飘飞飞季季节节到到
定定陶陶加加强强火火灾灾防防控控
  本报定陶5月16日讯 (记
者 张建丽) 又到了杨棉飘
飞的季节，为进一步加强杨棉
火灾防控工作，日前，定陶区
下发了《关于禁烧杨棉并加强
各镇街多种形势消防队伍联
勤联动的通知》。
  杨棉十分易燃且燃烧速
度极快，覆盖在树枝、房屋、堆
垛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
灾，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杨棉火灾“点多面广”，同
一时间段火灾数量大幅增加，
灭火救援工作压力极大。为进
一步做好灭火救援工作，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区

政府在全区开展杨棉禁烧工
作。
 各镇街和区公安、消防等
有关部门利用条幅、广播等形
式开展禁烧杨棉宣传，同时组
织人员对树林、柴草堆垛、种
植大棚、农机集中存放点、废
品站等易引发火灾的地方进
行杨棉清理。协调辖区派出
所、企业，充分发挥政府专职
消防队和企业义务消防队作
用，利用消防车、洒水车等一
切可利用的设施，并与消防部
队形成联勤联动机制，全力开
展杨棉禁烧及火灾扑救工作，
确保全区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本报菏泽5月16日讯 (记
者 张建丽 通讯员 张政)

近日，成武县消防大队值班
室接到报警，位于九女镇加油
站西，一辆装有约25吨甲醇的
罐车侧翻泄露。由于距离加油
站距离较近，随时有次生灾害
的可能，情势危急。文亭消防
中队迅速出警，经过近5个小
时的奋战，成功完成输液、倒
罐等工作，排除了险情。

接警后，文亭消防中队立
即出动3辆水罐消防车、18名
官兵，火速赶往现场。现场罐
车左边6个后轮和2各前轮均
被陷入路基泥淖中，并呈45度
向西侧倾斜，随时有翻入旁边
农田的可能，罐体周围弥漫大
量刺激性气体，处置不当极易
引发次生事故。

成武消防大队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一次性调集1辆倒罐
车、2辆大功率吊车和4名专业
技术人员及时到场。张丹阳教
导员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勘察，
立即部署力量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迅速进行现场警戒、划定
安全区域设置安全员，严禁无
关车辆靠近，防止明火出现引
发更大的险情。经现场研究，
决定先处理罐车泄露再启用
吊车将罐车吊升。中队用棉被
进对罐口进行堵漏、并铺设2
条干线，分别在罐车的东面、
南面各架设1支泡沫枪和1支
开花水枪，对罐体进行降温，
对泄漏点进行稀释预防燃烧、
爆炸及污染的情况发生，最终
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本报菏泽5月16日讯(记者
张建丽 通讯员 郭元刚)
为进一步提升党政机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履职能力，督促
指导各级各部门做好消防工
作，5月10日，市纪委监委120余
名领导干部来到支队接受消防
教育培训。
  支队授课人员通过课件展
示和案例播放等方式，从火灾
预防、初期火灾扑救、人员密
集公共场所的疏散与逃生技
巧、常用灭火器的选用及操作
方法等作了详细介绍，深入浅
出的讲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
性。为使培训达到良好的效果，
授课人员针对纪委监察工作的
实际，发放并重点宣讲了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消防安全责
任制实施办法》，明确讲述了
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和社
会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以及
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追责

措施，让培训对象全面深入地
理解政府、行业部门及社会单
位的消防安全职责，加深了消
防安全重在预防的理解，也为
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
支持。
  讲座结束后，支队还为参
会人员进行了室外灭火现场演
练，讲授灭火器使用常识，对参

训人员进行面对面地操作指
导，确保大家掌握了基本的灭
火技术要领。大家纷纷表示，此
次培训，有效普及自身的消防
知识，提高了消防意识和自救
能力，同时将把所学消防安全
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积极履行
消防安全职责监管，共同促进
消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市市纪纪委委监监委委走走进进警警营营
接接受受消消防防安安全全教教育育培培训训

本报记者 张建丽

日前，《菏泽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消防服务十条措施》出台，确保消
防服务优质、审批高效快捷，提高消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1、畅通重大工程绿色通
道。

各级消防部门成立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优化服务专项
办公室，成立服务专班，设立服
务热线电话，实行对重大工程
一对一全程服务。畅通快速审
批通道，提供消防设计审核、消
防验收或备案业务咨询、技术
指导，并与相关部门做好并联
审批。

2、容缺受理，推行“最多跑
一次”。

消防行政审批受理窗口、
消防设计审核人员进驻各地政
务大厅办公。提供建设工程消
防验收、公众聚集场所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预约服
务。推行“容缺受理”，申请单位
主要申报材料齐全、次要材料
欠缺的，可以先受理，在审批前
补齐材料，让群众少跑腿、数据
多跑路，实现“最多跑一次”。实
行“三个一”服务，即“一窗受
理”：消防业务一站式服务，实
行受理窗口首问负责制；“一次
告知”：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所有不合格项；

“一并验收”：公众聚集场所需
要办理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
续的，在验收时一并办理。

3、优化审批流程。

涉及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医养结合、化工产业安全生
产转型升级范围内的建设工
程，对暂未取得规划许可证的，
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发展
改革、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出具

《会议纪要》、立项批复或批准
文件、审查意见等书面合法性
证明材料，消防部门依据消防
技术规范出具预审意见。建设
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前取得规划
许可证，并依法向消防部门申
报取得消防设计审批意见，方
可具备消防验收条件。对建设
工程中使用的消防产品及防火
材料，建设单位提交证书及检
验报告等材料，以市场准入形
式审查为主，仅对建设工程中
使用的防火门(窗)、防火卷帘
等防火分隔类产品进行现场质
量检查。

4、优化审批事项。

消防行政审批纳入“山东
政务服务网”，实现行政审批的
过程跟踪、结果公开。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审
批时限由法定20个工作日缩短
至15个工作日。属于消防设计
备案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经建
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
机构审查合格并出具审查意见
书，消防部门仅进行形式审查，
5个工作日内出具消防审查意
见；降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抽查比例，最高为50%，最低
为20%，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
监督。对不涉及审批目录清单

的工业项目“零增地”技术改造
项目实行承诺制。

5、缩小审批范围，下放审
批权限。

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
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
新建、改建、扩建、内装修工程，
免于办理消防设计备案手续。
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下、人
数不超过50人且设在单层公共
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首层的小
商店、小超市、小餐馆，免于办
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
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续。消防
设计备案、竣工验收备案范围
内的建设工程下放至县级消防
部门办理。在交通不便的县
(市)辖区，经建设单位申请，市
级消防部门可以授权县级消防
部门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
验收手续。

6、深化执勤战备措施。

强化“防消联勤”，深入开
展重点单位“六熟悉”，加强实
地演练，全面掌握单位、水源、
道路等情况；在对单位进行“六
熟悉”的同时，组织开展消防常
识培训，指导单位开展灭火和
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单位的自
防自救能力。强化应急响应水
平，接警响应快速准确，加强第
一出动力量调派，重大节日、重
大活动时派驻力量在重点区域
驻点值勤，第一时间到场展开

和组织施救，加强灭火救援技
战术研究，减少火场水渍损失
和次生灾害，最大限度控制灾
害、减少损失，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提供消防技术支持。

根据行业部门、社会组织
和单位申请，免费提供消防安
全培训、指导完善火灾应急处
置预案、联合开展消防演练等
服务内容，帮助、指导单位制
定专业、全面的火灾隐患整改
方案。第一时间派遣火灾事故
调查专家和骨干赶赴现场开
展火灾事故调查，根据火灾事
故调查勘验进展情况及时缩
小现场保护范围，缩短火灾现
场封闭时间，一般情况下将单
一企业的火灾事故认定期限
由30日缩短为20日，帮助事故
单位尽快恢复生产经营。指导
社会消防服务机构规范执业，
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8、完善民意监督机制。

通过电话回访、聘请社会
监督员、开展座谈测评等方
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消防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
消防工作方式方法，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

9、完善咨询投诉机制。

畅通互联网站、96119热
线电话、手机APP、来信来函
等渠道，接受、解答群众涉及
消防行政审批、消防安全等咨
询事项，及时受理查处举报投
诉，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提高
群众满意率。

10、完善不良行为惩戒机
制。

在互联网定期公布建设、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社会消
防服务机构以及社会单位和
个人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并
通告发改、工信、住建、工商、
银行、保险等部门和行业，纳
入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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