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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连续9年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菏菏泽泽消消防防支支队队荣荣获获集集体体二二等等功功

圣圣诞诞节节消消防防安安全全““零零点点””夜夜查查 东明消防大队和石化集团企业专职队

开开展展联联勤勤联联训训

本报菏泽1月15日讯(记者
张建丽) 菏泽市公安消防支

队为维护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全市连
续9年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
故，部队内部连续7年未发生违
法违纪和信访举报案件。日前，
菏泽市公安消防支队被菏泽市
政府给予集体二等功奖励。

近年来，菏泽市公安消防
支队立足实战、锤炼精兵，聚焦
风险、综合治理，为平安菏泽建
设做出突出贡献。2015年以来，

支队获得市级以上表彰52项，
83名官兵获得三等功以上奖
励，菏泽市获得完成消防责任
目标优秀单位。支队获得“先进
党委”“先进支队”“安全工作先
进支队”；连续14年获得“省级”
文明单位。

菏泽消防支队树立抓党建
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连续3年
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编印《政工实用手册》。在全省
消防部队首开先河，连续2年召
开消防监督执法回访座谈会，

支队长带头主动向执法相对人
述职述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提请市政府出台10
余项文件规定，每年召开全市
消防工作会议，每半年开展消
防工作考核。建立通报、督办、
函告、曝光四项制度。

针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
特的产业结构，消防支队每年
培训全市执勤中队指挥员，举
办比武竞赛活动。开展石油化
工企业、高层建筑、城市综合
体、地下建筑4大类调查熟悉专

项行动。市县两级建立专家组。
成功接入城区高点图像监控、
高速公路视频监控、消火栓压
力监测、化工装置管理四大系
统，实现扁平化指挥调度；研制
菏泽消防微信e报警平台，实现
一键式报警、精准化定位，自动
化导航，提升部队到场处置效
率。2015年以来接处警2万余
起，抢救人员3200余人，挽回财
产价值3 . 9亿元，得到各级领
导和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同时统筹全局，超前谋划，

重大活动安保能力显著提升。
先后圆满完成了党的十九大、
全国全市“两会”、“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和菏泽市承办的全国
扶贫车间现场会、淘宝峰会、牡
丹花会、林交会等重大活动消
防安保任务。特别是党的十九
大期间，全面实行二级战备，三
分之二机关警力下沉基层。通
过努力实现了警力部署“全覆
盖”、部队管理“零事故”、火灾
形势“最平稳”，圆满完成消防
安保任务。

  本报菏泽1月15日讯(记者
张建丽) 去年圣诞节前夕，

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高
荣国，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
委朱继法等领导带队对圣诞节
消防安全“零点” 夜查行动进
行督导。尤胜支队长、郁立旗处
长等陪同检查。
  督察组先后抽查了七天连
锁酒店、水沐年华宾馆等社会
单位及部分公安派出所消防工
作落实情况。对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值班值守、消防设施运行
等火灾防控措施进行了重点检
查，随机提问了有关场所和单
位员工如何使用室内消火栓、

灭火器、如何组织人员疏散逃
生等问题，并要求员工现场演
示灭火器的操作使用。在检查
中了督察组解到，消防支队按
照上级工作要求，提前对圣诞
节消防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部
署，加大了对公共娱乐场所和
节庆活动场所的消防监督检查
力度，检查消除了一大批火灾
隐患。
  高荣国副市长指出，圣诞
节各大消费、娱乐场所人流、物
流集中，特别是公共娱乐场所
和购物活动场所火灾风险增
高，做好消防安全保卫工作责
任重大，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决

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各检查
组要按照公安部、省厅的部署
和要求，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确保火灾形势稳定。社会单
位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
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
专人负责防火检查巡查，及时
发现消除火灾隐患；如遇到险
情，一定要有效、快速疏散人
群，避免更大事故的发生。消防
支队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
紧迫感，充分认识当前消防安
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加大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对不具
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场所要坚决
采取停业整改措施。

  本报菏泽1月15日讯(记者
张建丽) 1月2日至5日，菏

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菏泽消防
支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支
队长尤胜同志首次作为市人大
代表参加会议活动安排，认真
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会议期间，尤胜同志认真
行使会议审议、表决、提议等权
利，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工
作报告。在分团讨论中，尤胜同
志积极参加政府报告讨论，认
为解维俊市长所作的报告契合

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明确，内
容丰富，催人奋进，阐述工作成
绩客观具体，分析存在问题事
实求是，工作展望力度大、措施
实，创新多，支队全体官兵坚决
拥护，坚决落实。同时汇报了
2017年度全市消防工作和部队
建设取得的成绩，结合消防部
队工作职责，作表态发言。要主
动当好参谋助手。积极作为，争
取党委政府在经费保障、队站
建设、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
等方面的重视支持。主动增强
服务意识。提高行政审批效能，
缩短审批时限，针对重点项目，

超前服务、全程服务，推行“一站
式”服务，为菏泽市创造良好的
招商环境。持续提升执法水平。
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优劣
标准，提高执法人员工作能力，
树立消防部队良好形象。深化
全面宣传培训。拓展消防宣传
覆盖面和影响面，全力打造“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消防宣传
新格局，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
识。苦练灭火救援能力。立足化
工大市、人口大市实际，加强化
工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的实战
演练，提升部队打赢能力，为“平
安菏泽”建设保驾护航。

消消防防支支队队支支队队长长尤尤胜胜当当选选市市人人大大代代表表
表态将当好参谋助手更好地服务百姓

  本报菏泽1月15日讯(记
者 张建丽) 近日，东明消
防大队和石化集团企业专职
队联勤联训工作正式开始，
32名新招企业专职队员在黄
河中队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
联勤联训。联勤联训结束后，
企业专职队员随即进驻石化
集团消防站执勤。
  开训会上，石化集团领导
对组建企业专职队的背景及
必要性作了简要介绍和开训
动员，消防大队领导宣读了企
业专职消防队联勤联训管理

规定。此次联勤联训以石化火
灾扑救业务理论和技能操法
为主要内容，采取石化类业务
技能科目和化工装置实地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训练。
  石化集团和消防大队曾
协商在晟原石化办公楼西南
角选址，并研究制定企业建
队方案。目前，石化集团企业
消防站已进入内装修。占地
约19000m2，主体建筑面积
3152m2，投资估算2450万(建筑
500万、车辆1500万、器材450
万)，计划购置8辆消防车。

一一会会所所擅擅自自拆拆除除封封条条
定定陶陶消消防防大大队队对对其其处处罚罚

本报菏泽1月15日讯(记
者 张建丽) 近日，定陶消
防大队依法处理了一起擅自
拆封，无视《消防法》权威的
案例。目前，该违法行为人赵
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近期，定陶消防大队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专项行动正
在开展。定陶消防大队对辖
区内的人员密集型场所进行
了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张湾
镇金海湾温泉会所消防设施
设置不符合要求，未经消防
安全检查擅自营业，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十五条，定陶消防大队依法
对其进行了临时查封。

  后来，大队消防监督员
联合张湾镇派出所民警对该
场所进行复查时发现，该场
所封条已被擅自拆封并对外
营业。随后，联合执法组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根据证
人的证言以及赵某本人的陈
述，拆封一事属实，根据《消
防法》第六十四条第六项规
定：“擅自拆封或者使用被公
安消防机构查封的场所或部
位的可以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
下罚款”。大队消防监督执法
人员联合公安派出所依法对
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拘留10
天，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理。

 本报菏泽1月15日讯(记
者 张建丽) 为做好今冬明
春火灾防控工作，进一步提
高重点场所抗御火灾能力，
日前，单县消防大队官兵走
进县全民健身中心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宣传活动。科
技馆、体育馆、美术馆的150多
名员工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中，消防宣传员首
先通过多媒体播放了近年国
内各类重大火灾亡人事故案
例视频，分析讲解了火灾发
生的原因，让大家直观真实
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性，以
及做好日常防火工作的重要

性。随后，消防宣传员结合会
馆场所实际，对物业消防管
理相关法律规范、如何开展
防火检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讲解，耐心讲解了公共聚集
场所的火灾特点、引发火灾
的原因、火灾扑救方法、逃生
技巧等知识，面对面教他们
如何连接消火栓与水带、如
何利用灭火器灭火等，确保
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采取防
控措施。最后，消防官兵组织
员工们来到空阔地带，在培
训人员的指导下一一体验了
使用干粉灭火器扑灭“油盆
火”。

单单县县消消防防培培训训
走走进进县县全全民民健健身身中中心心

菏菏泽泽市市副副市市长长高高荣荣国国带带队队督督导导圣圣诞诞节节消消防防安安全全““零零点点””夜夜查查行行动动。。菏泽市副市长高荣国带队督导圣诞节消防安全“零点”夜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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