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泰安安小小学学消消防防课课入入选选全全国国示示范范
为全省唯一小学类消防课，目前已上线供全国校园选用

日前，由泰安市公安消防支
队、泰安市教育局共同录制的

“小学优质消防课”入选“全国百
堂消防安全示范课”，并在“全国
中小学安全教育网”、“国家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频道”和“中国消防在线”
网站上线，供全国各中小学、幼

儿园新学年开学时选用。
为提高学校消防安全教育

教学水平，教育部基础教育一
司、公安部消防局联合部署开展
了首届“百堂消防安全示范课”
征集活动。为组织好此次活动，
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泰安市教
育局多次深入学校调研，结合小

学生认知特点，编写了授课大
纲，并精心制作课件。7月9日，在
泰安师范附属学校顺利完成优
质消防课的录制，并作为全省唯
一小学类消防课入选。

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联合
泰安市教育局录制的优质消防
课，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学习

性。授课教师运用生动有趣的
语言，采取了互动问答、动画演
示、学唱童谣等形式进行组织
授课；学生能够通过课堂学习，
掌握了解家庭防火常识、火场
逃生、报警的注意事项等防火
基本常识。

下一步，泰安市公安消防

支队将结合消防课教师培训活
动，将精心制作的中学类、小学
类消防课示范课件向全市中小
学校免费发放。同时，该支队将
联合泰安市教育局组成检查
组，对全市中小学校“上好开学
消防第一课”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

酒店存重大火灾隐患
政府挂牌督办

为深入推进重大火灾隐患
集中整治行动，全力整治各类
火灾隐患及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
的发生，近期，岱岳区人民政府
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泰安市岳
喜大酒店实施挂牌督办。

泰安市岳喜大酒店属于岱
岳区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主要为餐饮和住宿，该
单位存在的消防违法行为和火
灾隐患为：消防设施、器材损坏
率超过50%，占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岱岳区消防大队根据《重

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GA653
-2006)，综合判定该单位构成
重大火灾隐患。泰安市公安局
岱岳区分局提请岱岳区人民政
府将泰安市岳喜大酒店列为重
大安全隐患单位并挂牌督办。

岱岳区公安消防大队根据
该酒店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情
况，主动与该单位沟通，制定了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方案，并及
时跟踪督导工作，定期上门服
务，现场指导，做好整改期间的
消防安全工作。目前，该酒店已
停业，并对存在的火灾隐患进
行整改。

近日，岱岳区人民政府下
发了《关于同意将泰安市综艺
包装礼品有限公司重大火灾隐
患销案的批复》，同意将泰安市
综艺包装礼品有限公司的重大
火灾隐患予以销案。

3月11日，岱岳区公安消防
大队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
泰安市综艺包装礼品有限公司
存在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占用防火间距，占用消防车
通道的火灾隐患，并且在仓库
设置员工宿舍，存在重大火灾
隐患，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
群死群伤。

岱岳区消防大队依法下发
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
书》，并向岱岳区政府提交了

《关于泰安市综艺包装礼品有
限公司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报
告》，建议由区政府对该起重大
火灾隐患实行挂牌督办。

挂牌整改期间，岱岳区公
安消防大队加大了对该单位的
督导检查力度，指导该单位制
订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方案，
定期调度挂牌督办隐患的整改
情况。在大队的指导下，该公司
积极配合整改火灾隐患。

近日，该单位的火灾隐患
已经整改完毕，并向大队提交
了重大火灾隐患销案的申请，
经现场核查，该单位的火灾隐
患已经整改合格，岱岳区公安
分局提请区政府将该单位火灾
隐患进行销案。

火灾隐患整改合格
岱岳区一单位已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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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温州上学的女
大学生小倩和校友去吃烧烤。
加火过程中，服务员操作不当
使手中酒精瓶着火，一紧张把
瓶子扔在小倩身上，小倩顿时
被大火包围，几近烧焦，全身
僵硬，目前在医院抢救，暂未
脱离危险。

谁也没有想到，和朋友出
门吃个烧烤，也会毁了一生。
在这惨痛的事实面前，泰安消
防提醒大家，一定要吸取教
训，掌握足够的安全常识，面
对生命安全问题，绝对不能有
丝毫麻痹侥幸的心理。同时，
除了通过掌握足够的安全常
识预防灾难的到来，还要掌握
足够的逃生自救应急知识。

火灾发生时，奔跑时形成
的小风会使火烧得更旺，同时
还会把火种带到别处，引着四
周的可燃物。胡乱拍打往往顾
此失彼，在痛苦难熬中，一旦
支持不住，就会造成严重烧
伤，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假如身上着火，千
万不要惊慌失措，胡乱拍打或
者东奔西跑。正确的做法是，
一旦身上不幸着火，首先应该
设法脱掉衣帽；假如来不及脱
掉，就把衣服撕破扔掉。

如果时间紧迫，无法采取
上述的紧急措施，那么就在没
有燃烧物的地方倒在地上打
滚，压灭身上的火苗。这个时
候，假如还有其他人在场，就
可以帮着将烧着的衣服撕下
来，或者向身上浇水。但是，切
记不可用灭火器直接向着了
火的人身上喷射，以免其中的
药剂引起烧伤者的伤口感染。

此外，还可以用麻袋、棉
被、毯子等把身上着火的人包
裹起来，隔绝氧气，从而灭火。
假如火场附近有河沟、水缸、
水池，可以取水浇灭。在情急
之中，最好不要直接跳进水
中，虽然这样能够减轻烧伤程
度和面积，但是却不利于之后
的烧伤治疗。

身身上上着着火火不不要要慌慌
泰安消防教您快速脱险

1993年11月19日13时25分，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致丽工艺
制品厂发生特大火灾事故，烧
死职工84人，重伤20人，轻伤25

人，烧毁厂房1600平方米以及
原材料、设备等，直接经济损失
260多万元。

事故基本概况

11月19日13时25分，致丽
工艺制品厂厂房一楼东北侧仓
库布料堆垛突然起火，火势顺
着风向朝厂房东南和西侧迅速
蔓延。13时40分，消防队接报
后，立即出动消防车两辆，消防
队员及应急分队民兵21人，五
分钟后到达现场扑救。消防支
队先后调集12个中队20部消防
车参加灭火。解放军也调动200

多名官兵，以最快的速度奔赴
现场。由于风大火猛，厂房外面
无消防栓，消防车要到一公里
以外取水，给扑救工作增加了
很大困难。经过奋勇扑救，火势
于14时45分得到控制，16时20

分被扑灭。

事故原因及分析

经事故现场勘查及现场残
留物取样分析，此次事故是由
于电线短路引燃仓库的可燃物
而蔓延成灾；同时，由于可燃物
在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而厂

房的疏散通道不畅通，工作场
所人员密度大，平时没有进行
消防教育和演练，致使大量职
工不能及时从火场撤出，中毒
窒息，造成重大伤亡。

致丽工艺制品厂的厂房是
一栋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
建筑面积2166平方米。一楼是
裁床车间兼仓库，库房用木板
和铁栅栏间隔而成，库内堆放
的裱海绵、赭士布等可燃物高
达二米，通过库房顶部并伸出
库房、搭在铁栅栏上的电线没
有套管绝缘，总电闸的保险丝
改用两根2 . 5毫米粗的铜丝代
替。二楼是手缝和包装车间，西
头有办公室，厕所被改作厨房。
三楼是车衣车间。该厂实行封
闭式管理：两个楼梯东边一个
用铁栅栏隔开；与厂房不相通，
西边的楼梯平台上堆放了杂
物；楼下四个大门两个被封死，
一个被铁栅栏隔在车间之外，
职工上下班只能从西南方向的
大门出入，并要通过一条用铁
栅围成的只有0 . 8米宽的狭窄
通道打卡；全部窗户安装了铁
栏杆和铁丝网；起火初期，火势
不大，部分职工试图拧开消防
栓和使用灭火器扑救，但因不
懂操作未能见效。在一楼东南
角敞开式的货物提升机的烟囱
效应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
二楼、三楼。一楼的职工全部逃
出。正在二楼办公的厂长不组
织工人疏散，自己打开窗爬绳
逃命。二、三楼近三百名职工在
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慌乱下楼逃
生，由于对着楼梯口的西北门

被封死，职工下到楼梯口要拐
弯通过打卡通道才能从西南门
逃出，路窄人多，互相拥挤，浓
烟烈火，视野不清，许多职工被
毒气熏倒在楼梯口附近，因而
造成重大伤亡。

上述情况表明：致丽工艺
制品厂违章安装电器设备，电
源开关没有使用符合规格的保
险丝，电线没有套管绝缘，并在
电源线下堆放大量可燃物，致
使电线短路时所产生的高温熔
珠喷溅到下方的货堆上，引燃
了海绵、赭士布等可燃物，这是
火灾的直接原因。

该厂在车间内设置仓库，
用可燃物做隔墙，致使仓库内
着火后迅速烧向仓库外，加之
厂方没有对职工进行安全防火
教育，职工自救能力差，未能在
起火初期将火扑灭，这是火灾
迅速蔓延扩大的主要原因。

该厂违反防火规定，封闭
厂房楼梯的安全出口，在疏散
通道堆放货物，车间员工密度
过大，火灾时无法迅速撤离现
场，滞留在厂房内的员工吸入
有毒气体窒息致死，这是火灾
中造成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

认定的起火原因是由于仓
库内电线短路打火引燃可燃物
造成的。经送相关部门技术鉴
定，“熔珠空洞底部及内壁呈暗
红色，底部较平整，有树枝晶的
结晶纹理。”经电子探针波谱定
量分析结果，也表明“暗红色为
氧化亚铜”“金相显微组织为铸
造树枝品”，上述特征属一次短
路，是这起火灾的起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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