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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28日讯(记者
苏洪印 姬生辉 通讯员 王振
华) 元宵节期间，济宁市公安消
防支队联合市相关部门，突出整
治重点，覆盖安全盲点，全警全力
投入元宵节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中，节日期间全市消防安全形势
的持续稳定。

结合元宵节期间火灾多发、

火灾危害性高的实际，济宁市公
安消防支队周密制定工作方案，
加强督促检查，整治火灾隐患。2

月11日，支队提请市政府下发《关
于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的紧急
通知》，对当前的消防安全工作特
别是元宵节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
进行再强调和再部署。

元宵节期间，消防联合公安、

城市管理、工商、安监等多部门开
展执法，集中对商场、市场、物流仓
储企业、医院、养老院、公共娱乐场
所等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对检
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依
法督促整改。其间，460个重点单位
和社区的微型消防站2020名人员
也投入节日保卫工作中。

针对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

集中，各类庆祝集会，传统民俗文
化活动增多，购物、娱乐场所人员
高度聚集的实际，消防部门全面
开展夜查行动。同时，联合公安等
部门整治买卖、燃放“孔明灯”等
违法行为。对广场、公园进行定时
定点巡查，以宣传教育和规范引
导为主，对燃放“孔明灯”的人员
进行劝阻。

元宵节期间，全市消防官兵
全部坚守岗位。合理安排执勤力
量，对全市重点场所、烟花爆竹集
中燃放区域等，实行消防车流动
巡勤制度，确保一旦发现火情，能
够迅速有效处置。期间，共出动消
防车35辆、180余人次，对烟花集
中燃放区域进行现场驻勤，确保
发生火情第一时间处置。

梁山公安消防

送出“平安礼”
本报济宁2月28日讯 (记者

苏洪印 通讯员 王振华 ) 2月
22日，梁山县公安消防大队组织消
防宣传人员、消防志愿者走进水
浒文化广场、丽景花园社区和宋
街开展消防宣传活动，为市民送
去“平安礼”。

当天上午9点，梁山县公安消
防大队的宣传人员和志愿者向在
水浒文化广场游玩的人群发放消
防知识宣传资料，为他们讲解介
绍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安全、如
何拨打119火警电话、如何使用灭
火器以及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等消
防安全知识。

此外，消防宣传人员和消防
志愿者还走进社区，向居民讲授
了家庭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预
防火灾的基本常识。为了使宣传
直接易懂，消防宣传人员和消防
志愿者向他们发放消防宣传手册
和彩页，助居民加强自我防火意
识，以从根本上杜绝火灾的发生。

此次消防宣传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成果和反响，让更多
的群众了解到消防工作的重要
性，提升了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
防火灭火能力，为辖区的火灾形
势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重重点点场场所所消消防防车车流流动动巡巡勤勤
元宵节期间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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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消防有点子

消防宣传接地气
本报济宁2月28日讯 (记者

苏洪印 ) 为让群众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汶上县公安
消防大队专门聘请县广播电台专
业人员录制了多种消防常识录
音，消防知识化作通俗易懂的语
言，赢得了听众的喜爱，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此次消防宣传材料的内容非
常全面，主要包括基本的消防知
识、如何安全使用家庭电器、家庭
防火常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以
及初期火灾如何扑救等方面知
识。录制时，为了方便群众理解、
接受，专业人员使用日常俗语，还
穿插讲解了一些趣味事例和小故
事。

汶上县公安消防大队在协调
县广播电台定时播放的同时，还
通过辖区各派出所、各安监站发
送到每个行政村，利用村部高音
喇叭进行循环播放，提醒广大群
众，注意用火、用电及安全燃放烟
花爆竹，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确保
辖区春节期间火灾形势稳定。

本报济宁2月28日讯 (记者
苏洪印 姬生辉 通讯员

韩旭 ) 汽车装饰城大火汹涌，
他挺身搬出6个煤气罐和乙炔
罐，安全转移受困群众；老人爬
塔顶轻生，他攀高40多米顺利
救人……入伍9年，济宁市公安
消防支队三孔中队副中队长张
瑞始终勤勉务实、乐于奉献，将
青春挥洒在消防最前线。

2015年2月20日6时23分，曲
阜市汽车装饰洗车城发生火
灾，火势蔓延迅速，汹涌大火将
10多人围困。接警后，张瑞带队
火速抵达现场，他一边组织灭
火，一边组织营救。他和战友在
火场浴血奋战，将被困的十多
人全部安全救出。

火场中，一着火房间中有
多个烘烤煤气罐和乙炔罐，时
刻面临爆炸危险。千钧一发之
际，张瑞挺身而出，待罐体被冷
却之后，他冲上前将6个煤气罐
和乙炔罐搬出，转移到安全空
间。一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
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2 0 1 5年7月2日，曲阜市李
官庄社区一名65岁的老人，因
被工地水泥车撞伤，索赔无果，
喝酒后趁家人不注意，偷偷来
到工地，爬上塔吊准备轻生。三
孔中队消防战士赶到现场营
救，为防老人坠落，救援人员在
下面铺设了救生气垫，还在竖
梯井内设置两道救生防护网。

多人轮番对老人劝导，两
个半小时后，老人同意配合救
援。但由于年事已高，加之老人
左小腿骨折，无法正常行动，困
在了塔顶。见状，张瑞主动请
缨，爬到40多米高的塔顶，利用
救援绳，顺利将老人营救下来。

入伍9年来，27岁的张瑞参
加灭火和抢险救援战斗5 0 0多
次，执勤保卫200余次，营救群
众6 0余人，挽回经济损失上百
万元。在每次战斗中，他总是置
个人安危于不顾，一马当先，冲
锋在前，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
验中，机智勇敢，屡立战功。

在战友眼中，张瑞勤勉务
实，还乐于奉献。他关心爱护战
友，每个战友的生日，他都端上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战友犯错
误时，他都会耐心沟通教导，时
刻用一颗真诚的心待人，受到
大家的拥护和尊敬。他热爱参
加社会公益活动，带队员们扶
贫济困、帮老助幼、捐资助学，
累计做好事90余件。

由于表现出色，张瑞先后
荣获“全省公安消防优秀共产
党员”、“全市优秀青年岗位能
手”、“优秀执勤中队指挥员”等
称号，多次受支队嘉奖和地方
表彰。

宣传人员向市民讲解消防常识。

他他从从火火场场中中抱抱出出66个个煤煤气气罐罐
勤勉务实的张瑞，将青春挥洒在消防最前线

曲曲阜阜一一家家具具城城应应设设仨仨防防火火分分区区
当地俩火患企业消防隐患正在整改中

本报济宁2月28日讯(记者
苏洪印) 未设置防火分区、没有
防火卷帘、消防设施设备缺乏、消
防通道不畅通……因为存在火灾
隐患，曲阜两企业被当地消防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25日，记者随消
防监督人员督导整改情况，消防
监督人员发现，两家企业正在着
手整改，部分隐患已整改完毕。

25日下午，曲阜归德北路的一
大型家具城，7000多平方米的空间
内摆放着各类家具，不少顾客正
在营业人员的引导下挑选家具。

“去年11月份，我们在日常消防检
查中发现家具城内未设置防火分
区，没有安装防火卷帘。”参与督
导的一名消防监督人员称，一旦
发生火灾，火势会快速大面积扩
大，后果不堪设想。

火患被查出后，这家家具城
被要求整改。在消防部门的指导
下，该家具城制订了整改计划，根
据面积，规划了三个防火分区，着
手分步骤整改。

当日检查时，记者看到，家具
城内已经安装了方形钢柱，正在设
置防火分隔。“下一步要安装防火
卷帘，我们尽最大努力整改好。”这
家家具城的管理人员高女士表示。

消防监督人员介绍，这家家
具城3月份到达整改期限。由于去
年冬季被大雪压坏顶棚，整改进
度拖延。“我们会定期过来督导，
直到家具城把隐患整改完毕。”消
防监督人员说。

当天下午，在曲阜献泉路一
家批发商城，记者看到，这座商城
内商户林立，主要销售衣物、玩
具、杂货等日常用品，进出商城的
人络绎不绝。“商城内消防设施
少，电气线路不符合规范，消防通
道堵塞。”在前期的检查中，监督

人员发现了商城存在的隐患。
在检查中，消防监督人员发

现商城内每隔一段都安装了消火
栓和灭火器，电气线路已经穿管，
用电的商户都安装了漏电保护
器。商城安全管理负责人介绍，他
们专门成立了16人的消防协查小
组，上班期间不间断巡逻，同时每

个走道还聘请两名协管员巡查隐
患，预防火情。

“该商城被多次要求整改，目
前整改情况良好，仍需进一步整
改，尤其要注重保持消防通道畅
通。”消防监督人员称，将定期前
来督导整改，要求该企业限期整
改完毕。

曲阜消防监督人员在一家具城督导火患整改情况。

消防快讯

卫道勇士张瑞
张瑞自幼立大志，
学习同乡周总理，
为了中华而读书，
参军入伍孔故里。
曲阜地处鲁西南，
中国文明发祥地，
孔府孔庙和孔林，
卫道不差分毫米。
枕戈待旦保平安，
将士不惧三九寒，
以民为本和为贵，
不扫祸患誓不还。
京台高速大营救，
四十高塔轻生汉，
香格里拉急灭火，
连抱六个煤气罐。
身先士卒敢担当，
信念坚定志气昂，
荣获最美济宁人，
建功立业在消防。

井源 作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张瑞教
群众使用
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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