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日气爽，风劲物干。
安全防火，牢记心间。
野外用火，控制须严。
请求批准，周密防范。
室外风大，切莫吸烟。
烟头星火，足可燎原。
灶灰炉灰，莫乱倾倒；
风吹死灰，亦可复燃。
电褥取暖，谨防漏电。
热后即关，热极危险。
火炉火炕，火地火墙；
勤作检修，烟道通畅。
秋收大忙，机械轰响。
用电用油，不可违章。
稻草秸秆，远离住房。
电线之下，万勿堆放。
防火意识，逐日增长。
远离火灾，幸福安康。

秋季防火歌谣

1、当身上套着几件衣服时，火一
下是烧不到皮肤的。应将着火的外衣
敏捷脱下来。有钮扣的衣服可用双手
抓住左右衣襟猛力撕扯将衣服脱下，
不能像平常那样一个一个地解钮扣，
由于时间来不及。假如穿的是拉链
衫，则要敏捷拉开拉锁将衣服脱下。

2、身上假如穿的是单衣，应敏捷
趴在地上；面前衣服着火时，应躺在
地上；衣服前后都着火时，则应在地
上往返滚动，应用身材隔断空气，掩
盖火焰，窒息灭火。但在地上滚动的
速度不能快，否则火不轻易压灭。

3、在家里，运用被褥、毯子或麻
袋等物灭火，效果既好又及时，只有
遮蔽在身上，而后敏捷趴在地上，火
焰便会马上熄灭；假如旁边正好有
水，也可用水浇。

4、在野外，假如附近有河流、池
塘，可敏捷跳入浅水中；但若人体已
被烧伤，而且创面皮肤已烧破时，则
不宜跳入水中，更不能用灭火器间接
往人体上放射，由于这样做很容易使
烧伤的创面沾染细菌。

身上衣服着火

如何紧急处理

市公安消防部门开展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行动，截至目前：

55处处重重大大火火灾灾隐隐患患单单位位整整改改完完毕毕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

从今年5月28日开始，按照公
安部、省公安厅的统一要求，
淄博市公安消防部门部署开
展了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
专项行动。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落
实责任、深入整改火灾隐患，
淄 博 市 政 府 安 委 会 出 台 了

《全市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成立
了以许建国副市长为组长的
领导小组，明确了排查整治
的方法、步骤和标准，将专项
行动纳入2014年度政府消防
工作考核内容和各级政府政
务督察内容，每月开展督查
并通报。

行动开展以来，各区县

认真摸查，先后排查出 1 9处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1 1家单
位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各单
位高度重视，积极落实整改
资金和措施，目前已有5处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销案。

“我们通过对隐患进行
曝光，主要是警醒广大社会
单位，督促单位认真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各项消

防工作措施。同时，我们对隐
患整改中好的做法进行宣传
报道，让更多的社会单位学
习整改经验。”市公安消防支
队崔连胜支队长告诉记者。

据介绍，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整改期间，消防部门要
求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消防措
施，加强火源管理，落实巡查
检查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淄博市公安消防支队圆满完成陶博会消防安全保卫任务

各各场场馆馆普普查查三三次次，，确确保保零零隐隐患患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周升伟) 第十
四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
会于2014年9月6日至9日隆重召
开，市公安消防支队按照市委、
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统一部
署，结合实际，严密组织，制订
方案，明确职责，认真开展消防
监督检查，加强执勤备战，确保
了陶博会期间社会面火灾形势
和部队管理“双稳定”，圆满完
成了陶博会期间消防安全保卫
工作。

淄博市公安消防支队先后
三次对会展中心各场馆和领
导、来宾住地进行全面的监督
检查，并督促单位对消防设施、
供电系统进行检测维护，完善
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制定消防
安全保卫方案，及时发现和消
除各类火灾隐患，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并对陶博会周边200米
的人员密集场所和易燃易爆单
位进行消防安全巡查。陶博会
开幕后，淄博市公安消防支队
防火监督处、张店大队全体消
防监督干部及消防巡查服务队
员全部上岗执勤，定岗定人，落
实责任。同时，为全面提升处置
突发事件和提高部队整体作战
能力，做好灭大火、打恶仗的应
急准备工作，淄博市公安消防
支队司令部会同防火监督处加
强对活动场所内、外部道路、水
源情况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熟
悉，同时认真搞好执勤车辆装
备的维修保养，强化“六熟悉”
工作。会展期间，淄博市公安消
防支队共调集了4辆消防车，28

名指战员，到现场担负灭火执
勤任务。执勤人员服从指挥、坚
守岗位，严格对车辆器材装备
进行检查和保养，时刻保持严
整的警容和高度的警惕，随时
应对会场内的火灾和突发事
故。

9月5日晚，淄博市公安消
防支队组成多个检查组，以商
场市场、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
夜间营业的人员密集场所为重
点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对各

类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防火巡查人员在岗在位情况，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消防
设施完好有效情况等进行了监
督检查。陶博会期间，全市公安消
防部门共组成检查组104个(次)，
检查单位911家(次)，发现并督促
整改火灾隐患1112处，为陶博会
的顺利举办营造了良好消防安
全环境。

陶博会期间，全市消防部队
从当前消防保卫工作的特点出

发，合理安排警力，加强执班备
勤，严格落实执勤备战的各项
规章制度，停止官兵休假，控制
人员外出，各执勤中队对所有
战备器材进行一次全面的测
试、维修和保养，从思想、组织、
战术、装备上做好灭大火、处置
突发性灾害事故的准备，确保
一旦发生火灾，能够用最快的
速度救人，用最快的速度灭火，
用最快的速度抢救物资设备，
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危害。

市公安消防支队与商务局联合开展商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抓抓好好细细节节，，从从源源头头预预防防火火灾灾事事故故
本报 9月 1 0日讯 (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乔璇 ) 为
督促社会单位切实做好节日
期间消防安全保卫工作，9月
5日晚，淄博市公安消防支队
与 市 商 务 局 组 成 联 合 检 查
组，随机对部分购物商场开
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市
政府安全专员刘宗奎、淄博
市公安消防支队崔连胜支队
长、市商务局傅军副局长在
相关人员陪同下开展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银座、
利群购物广场，每到一处，检
查组都详细听取了单位消防
安全保卫工作情况的汇报，
并实地测试了防火卷帘、烟
感探测器等联动消防设施完
好情况；检查了单位消防疏
散通道、消防车道是否畅通；
深入消防控制室检查值班人
员是否在岗在位、是否持证
上岗等情况。

检查组对单位节日期间
加强值班巡逻，落实各项安
保措施强化消防安全的做法
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利群购
物广场存在的占用消防车通
道的行为责令其当场改正，
并对该广场存在的自动消防
设施不能完好有效、安全出
口设置仓库影响疏散逃生等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其限
期改正。

检查组指出，节日期间，各
类商场促销活动繁多，人流、物
流集中，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任
务繁重。

各单位要认真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强化单位主体责任，
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落实
巡查、检查制度，保障各类消防
设施完好有效，保持消防疏散
通道和消防车道畅通。要切实
强化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加强
逃生疏散演练，在每个楼层、每

个区域组建志愿消防队伍，强
化“四个能力”建设。

要充分利用商场LED广告
屏、商场喇叭等开展消防宣传

教育，引导社会群众自觉遵守
各项消防安全制度，从源头上
预防火灾事故发生，保障节日
期间消防安全。

1、关掉天然气的总阀
天然气在进入千家万户之前，

燃气公司都会加入特别的气味，刺
鼻的味道做为警告气味。如果你闻
到有刺鼻的味道或者觉得头晕头
痛的时候，再或者是怀疑是天然气
泄漏的时候。果断关闭总阀，阻断
天然气继续蔓延在屋子里，使得屋
里的天然气浓度升高。如果你是在
做饭，记得要一并关炉具上的阀
门。如果你是在洗澡，记得要一并
关热水器。
2、迅速打开门窗

打开窗户能让天然气味道散
发出去，降低天然气的浓度。
3、怀疑燃气泄漏时，切勿开灯、拨打
电话、按门铃，穿脱毛衣等，产生静
电和火花的行为都要禁止。尤其是
明火，比如打火机，有些人一着急
就爱抽烟，不自觉的就把打火机拿
出来了。这样做十分危险，很可能
引起爆炸。
4、迅速撤离

赶紧离开室内，到安全的地方
去。
5、在室外拨打求救电话

打给天然气公司，前来检测一
下看是否是燃气管道出现了问题；
或者直接拨打119，寻求紧急救援。

天然气泄漏

避险5步走

消防人员对商场进行消防检查。

消防官兵在陶博会现场执勤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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