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冯岩)

9日上午，淄博市政府召开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暨劳动密集型
企业消防专项整治工作会议，
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加
强督导，部署推进劳动密集型
企业消防专项整治。

会议指出，相关部门要明
确三级责任。明确各级政府主
要领导为专项行动第一责任
人，亲自研究部署。各镇、街道
办事处是专项行动的直接责任
主体，具体负责专项整治的组
织实施。明确部门监管责任。按
照市政府安委会《关于明确部
分行业部门2014至2015年度消
防工作职责任务的通知》要求，
公安、安监、住建、工商、质监、
教育等33个部门负责对本行业
系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排
查整治。明确企业主体责任。明
确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专项治
理工作的实施责任主体，要积
极参与治理，开展自查自纠，作
出消防安全承诺，主动消除隐
患，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强化三项措施。摸清单位
底数。以镇、街道办为基本单
元，组织公安派出所、综治办、
安监站、工商所等基层力量，以
从事农产品、食品加工等总数
超过10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
重点，分区域进行网格化排查，
力争“四清”，即底数清、问题
清、重点清、责任清。部门联动

执法。国土、规划、住建、城管等
部门负责依法查处企业违法用
地、违法建设行为；安监、经信、
商务等部门负责摸清企业基本
情况，细化整治内容和重点；工
商部门负责查处取缔未经安全
许可的企业；发改、经信、工商、
金融、保险等部门负责将企业
消防安全不良行为纳入诚信管
理体系；公安机关消防部门负
责集中查处企业火灾隐患和消
防违法行为。单位自查自纠。通

过召开企业负责人会议，发布
通告，督促各劳动密集型企业
开展自查自纠，将检查情况录
入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系
统，签订《自查自纠承诺书》并
向社会公开消防安全情况。

开展三级督导。政府联合督
导。市政府将专项行动纳入各区
县政府绩效考评重要内容，由政
府督查室牵头，公安、安监、消防
等部门共同参与组成政府督导
组，每月对各区县及政府各部门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
工作流于形式，组织领导不力的
进行全市通报批评。公安暗访督
查。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消防部
门成立督查队，深入各公安分
县局和派出所开展随机暗访督
察。消防专项检查。消防支队成
立3个稽查服务队，深入执法一
线，以点带面，对各消防大队上
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检查台帐
进行逐一核查，并面对面向企
业提供指导服务。

人人在在商商场场突突遇遇火火灾灾不不要要慌慌乱乱
安全迅速逃离，有许多方法须提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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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耸立的大楼一旦发生火灾
或是突发事件，如何逃生自救呢？

⑴贴地爬行

要注意防止烟雾中毒，预防窒
息。一般做法是用湿毛巾、口罩蒙
鼻。在烟雾浓烈时，应该尽量贴近地
面爬行撤离。

⑵先离房间

开房间门时，先用手背接触房
间门，看是否发热。如果门已经热
了，则不能打开，否则烟和火会冲进
房间；如果门不热，火势可能不大，
离开房间以后，一定要随手关门。

⑶不乘电梯

千万不要乘普通的电梯逃生。
高层建筑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
会断电，乘普通的电梯就会被关在
里面，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

⑷走下楼梯

一般建筑物都会有两条以上的
逃生楼梯，高层着火时，要尽量往下
面跑。即使楼梯被火焰封住，也要用
湿棉被等物作掩护迅速冲出去。

⑸尽量暴露

暂时无法逃避时，不要藏到顶
楼或者壁橱等地方。应该尽量呆在
阳台、窗口等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⑹扑灭火苗

身上一旦着火，而手边又没有
水或灭火器时，千万不要跑或用手
拍打，必须立即设法脱掉衣服，或者
就地打滚，压灭火苗。

⑺靠墙躲避

消防人员进入室内时，都是沿
墙壁摸索进行的，所以当被烟气窒
息失去自救能力时，应努力滚向墙
边或者门口。

高楼大厦

发生火灾如何逃离

15日零时20分左右，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蒲东街道皇冠KTV发生火灾。据长垣县政府介绍，火灾于凌晨1时05分扑灭，截
至目前，送往医院35人，有1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河南省消防总队统计，这是自2005年3月5日郑州敦睦路批发市场火灾死
亡12人以后，河南省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灾事故。

那么，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为此，记者采访了市公安消防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人员密集场所的的
范围很广，下面主要将商场(集贸市场)的逃生方法作一些介绍。

本报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冯岩

商场 (集贸市场 )，是指向
社 会 供 应 生 产 和 生 活 所 需 的
各类商品的交易场所，主要是
室内百货商场 (店 )、商业大楼、
贸易中心、购物中心、商城及
大型集贸批发市场。为满足消
费者的心理，吸引成千上万的
顾客，经营决策者都非常注重
形 象 ，商 场 装 饰 豪 华 ( 易 燃 材

料多 )，商品高档 (种类繁杂 )，
顾客络绎不绝 (密度大 )，一旦
发生火灾，就会引起混乱，造
成人员伤亡。

同 时 ，商 场 火 灾 火 势 迅
猛，蔓延迅速，易形成立体燃
烧。起火楼层易燃烧，垂直蔓
延迅速。烟雾浓、毒气重，易向
毗邻建筑蔓延，疏散困难。

商场火灾易引发混乱

“确保安全，迅速撤离”

是指被火灾围困的人员或灭火
人员，要抓住有利时机，就近利用一
切可利用的工具、物品，想方设法迅
速撤离火灾危险区。一个人的正确
行为，能够带动更多人的跟随，就会
避免一大批人的伤亡。不要因抢救
个人贵重物品或钱财、存折而贻误
逃生良机。这里需强调的是，如果逃
生的通道均被封死时，在无任何安
全保障的情况下，不要急于采取过
急的行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顾全大局，救助结合”

自救与互救相结合。当被困人员
较多，特别是有老、弱、病、残、妇女、
儿童在场时，要主动积极帮助他们首
先逃离危险区，有秩序地进行疏散。

自救与消除险情相结合。火场
是千变万化的，如不扑灭火灾，不及
时消除险情，就会造成人员伤亡，给
国家财产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在
能力和条件可能时，要发扬自我牺
牲精神，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千
方百计、奋不顾身地消除险情，延缓
灾害发生的时间。

当逃生的途径被火灾封死后，
要注意保护自己，等待救援人员开
辟通道，逃离火灾危险区。

商场火灾

逃生原则

每个商场都按规定设有室
内楼梯、室外楼梯，有的还设有
自动扶梯、消防电梯等，发生火
灾后，尤其是在火灾初期阶段，
这都是逃生的良好通道。在下

楼梯时应抓住扶手，以免被人
群撞倒。不要乘坐普通电梯逃
生，因为发生火灾时，停电也时
有发生，无法保证电梯的正常
运行。

商场(集贸市场)是物资高度
集中的场所，商品种类多，发生火
灾后，可利用逃生的物资是比较
多的。如“将毛巾、口罩浸湿后捂
住口、鼻，可制成防烟工具；利用
绳索、布匹、床单、地毯、窗帘来开
辟逃生通道；如果商场 (集贸市

场)还经营五金等商品，还可以利
用各种机用皮带、消防水带、电缆
线来开辟逃生通道；穿戴商场(集
贸市场)经营的各种劳动保护用
品，如安全帽、摩托车头盔、工作
服等，以避免烧伤和坠落物资的
砸伤。

发生火灾时，如上述
两种方法都无法逃生，可
利用落水管、房屋内外的
突出部位、各种门窗以及
建筑物的避雷网 (线 )进行
逃生或转移到安全区域

再寻找机会逃生。这种逃
生方法使用时，要大胆又
要 细 心 ，特 别 是 老 、弱 、
病、残、妇、幼等人员，切
不可盲目行事，否则容易
出现伤亡。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
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
如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
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
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
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
要立刻将门、窗和各种可

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
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
无论白天或夜晚被困者都
应大声呼救，不断发出各
种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
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
离困境。

·寻找避难处所逃生

·利用建筑物逃生

·自制器材逃生

·利用疏散通道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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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超市商场一直是火灾隐患重点监控区域。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近日，高新区70余家建筑工地负责人、工人代表在淄博高新区世博国际高新区院建设工地举行了物
体打击应急救援处置、墙体坍塌应急救援处置、施工现场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处置。

商场(集贸市场)火灾的逃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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