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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夜检查单位 214 家，3 家单位被临时查封

“零点夜查”整改火患 249 处
为切实做好“两节”期
间消防安保工作，坚决预防
和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根
据工作安排，连日来，安庆
市消防支队党委常委分片包
干、率领 9 个督导组深入基层
一线开展“零点夜查”行
动，与基层官兵肩并肩、携
同作战，坚决确保全市消防
安全环境持续平稳。
检查中，各检查组重点
对辖区宗教活动场所、大型
群众演出活动承办地以及对
辖区内的各类洗浴、汗蒸、
足疗、KTV 等公共娱乐场所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重点检
查了各单位消防设施是否完

整好用；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是否畅通；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
娱乐服务场所是否违规超员
经营，是否在室内违使用明
火、燃放烟花爆竹；人员密
集场所是否定时开展防火巡
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
员是否在持证上岗和掌握基
本的应急处置技能；装修材
料燃烧性能、电热器具和线
路安装敷设是否符合安全要
求。针对部分场所存在安全
出口锁闭、疏散通道堵塞、
消防设施损坏等隐患问题，
各检查组均依法实施了行政
处罚，同时要求各单位场所

负责人：一是居安思危，警
钟长鸣。节日期间人流量
多，各项电气设施满负荷运
转，安全隐患增加，各单位
管理人员要切实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切忌麻痹大意，严
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强化单位“四个能力”建
设。二是强化管理，落实措
施。加大消防安全巡查频
次，严格落实每两小时巡查
制度，落实各项消防安全制
度，认真分析单位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薄弱环节，修复损
坏的消防设施，补足灭火器
具，及时整改消除隐患，切
实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检

查、自我整改。三是防消结
合，提升自救能力。重点单
位要注重日常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强化宣传，提高单位
员工防火灭火和疏散 逃 生 能
力。要继续做好微型消防
站建设，配齐消防装备，
要严格节日期间消防安全
管理，保证值班备勤人员在
岗在位，确保关键时刻能发
挥其作用。
据统计，24 日、25 日夜
查期间，全市共成立检查组38
个，检查单位 214 家，发现并
整改火灾隐患 249 处，临时查
封3家、拟罚款 14 万元。
李杰 许颖

家庭式商铺违规住人

“南翔光彩”被约谈
为全面提升辖区社会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水平，
全力做好冬春火
灾防控工作，
近日，宜秀消防大队
就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式商铺违规
住人整治力度，
对安徽南翔光彩大
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约谈。
约谈过程中，
该大队向南翔光彩负
责同志通报了光彩四期物流区家
庭式商铺违规住人情况，
并进一步
强调了光彩大市场是典型人员密
集场所，
一旦发生火灾将造成不可
挽回的后果，
消防安全工作绝不能
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光彩大市场经营管理单位负
责同志表示：通过此次约谈，充分
认清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将进一步
落实好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对
光彩四期物流区隐患排查整治力
度，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全力营造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江琳

为全力做好冬防期间消防安保工作，近日，迎江区消防大队针对辖区内高层建
筑物业服务企业安全负责人开展约谈会。各约谈单位负责人均表示将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执法人员将在接下来的监督检查中进行回访，确
保其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曹琪 摄

消防宣教助力冬春火灾防控

唱响
“好声音” 筑牢
“防火墙”
为持续加大全市冬春火灾
防控期间消防宣传教育力度，
有效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消防安
全意识和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类火灾事故
发生，近日，安庆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全市冬
春火灾防控期间消防宣传教育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 专题部署全市冬防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助力全市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扎实开展。
《通知》 指出，当前，随
着气温持续降低，全市生产、
生活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等日益增多，火灾处于易发高
发时期，火灾防控形势极为严
峻。特别是近期全国多地先后
发生多起亡人火灾事故，教训

极为惨痛深刻；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严格
落实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责任
制，
持续加大冬春季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力度，
最大限度预防和减
少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确保全市
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以深入贯彻落实消防系列
法律法规为抓手，按照市政府
关于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
案的要求，对照各自职能分
工，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
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
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严格
落实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责任
制。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坚持以“宣传普及防灭火知
识、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预防
减少火灾危害”为目标，细化
任务要求，通过多种形式，持
续加大冬春防灭火知识和逃生
技能宣传教育力度。
《通知》 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牢固树立“人命关天、责
任如山”、“事故可防、事在人
为”理念，按照各自职责分
工，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扎实
做好常态化社会化消防宣传教
育工作；要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
求，将落实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责任与日常业务工作开展相结
合，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和配合
联动，发挥职能部门合力，共
同推进全市消防安全群防群控

群治体系构建；要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行业和本单位消防安全
特点、火灾防控重点，有针对
性的抓好经常性消防安全日常
管理和常态化消防宣传教育工
作，不断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有效增强广大社会公众和单位
职工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防灾
减灾自救自护技能，确保全市
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下一步，市消防支队将积
极推动各级政府和行业部门落实
好消防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
扎实深入开展好全市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
措坚决维护全市消防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强有力
的消防安全保障。
李杰

冬春火灾防控

在行动
安检关键词

▶在建工地
为进一步规 范 在 建
工地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坚决预防和遏制在
建工地火灾事故的发
生，全力确保在建工地
冬春火灾形势的稳定，
近日，菱北、 怀 宁 消 防
大队先后深入辖区在
建工地开展消防安全
监 督 检查。
检查期间，消防大队
先后深入辖区 4 处在建工
地，认真检查是否存在消
防违法行为，并要求
建 设 、 施 工 、监理单位
要充分认识冬季消防安全
形势的严峻性，深刻吸取
近期重大火灾事故教训；
管理人员要紧盯重点部
位、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的消防安 全 管 控 ， 健 全
完善单位消防安全责
任 体系，全力做好单位
消防安全工作。
张凡 董浩萌

▶养老机构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养
老院消防安全工作，全力
确保辖区养老机构冬春火
灾防控工作期间消防安全
形势稳定，近日，宜秀区
消防大队深入辖区罗岭镇
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安 全
监督检查。
检查过程中，大队监
督执法人员深入辖 区 罗
岭镇养老院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重点对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灭火器、应急照明
灯是否完好有效，员工
是否会使用灭火器，用
火用电等情况进行了详
细检查。针对养老院在
检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大队监督执 法 人 员
当场指出存在的火灾
隐患，并要求存在隐
患的养老院要尽快将
火 灾 隐 患整改完毕，确
保辖区内养老院火灾形势
安全稳定。
左辉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