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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防战役以来，南开区区委、区政府
先后 6 次组织召开消防工作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养老机构、高层消防设施、消防车
道等重点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并
审议通过了《南开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
细则》。区民政局召开了养老机构消防安
全标准化观摩培训现场会，明确了养老机
构消防安全建设标准，细化了内部消防安
全管理制度和各岗位责任，设定了达标验
收时限。区商务局组织商业综合体及地
下场所召开工作推进会，分析当前商业综
合体及地下场所总体消防安全状况，制定
了切实可行的治理举措。区应急局、商务
局组织召开了南开区商市场冬春火灾防
控部署会暨商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治理部
署会，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积极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
为进一步提升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工作水平，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 400
余名社区网格员和楼门长召开了消防安
全集中培训约谈会，为社区网格工作“加
油蓄能”。消防员每日中午及傍晚深入居
民社区开展错时宣传，向市民群众讲解火
灾危险性、教授火灾预防实用技能。

■ 红桥区：

900 余名街道社区网格员
接受系统培训

■ 滨海新区：

全方位开展消防安全重点整治
滨海新区政府聚焦全区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等重点环节，分领域部署开展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新村街
道部署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对辖区重点工贸、危化企业开展地
毯式排查，加大处罚力度，督促企业迅速
整改隐患。区文旅局重点针对文物古建、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的消防设施、消防
通道、电气线路等隐患问题，开展百日攻
坚集中整治行动。区教体局针对全区范
围内体育场馆、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消
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区城管委立足秋
冬季节火灾隐患风险，深入燃气企业、森
林公园开展消防车道、疏散通道治理，确
保燃气安全整改落到实处。区消防救援

支队针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建施工工
程、高层建筑、养老机构、文博单位和公共
娱乐、学校和幼儿园、燃气、仓储物流和易
燃易爆企业等九大领域开展重点整治，并
延伸城乡接合部、农村以及社区、
“ 九小”
场所四条路径，筑牢基层防线。10 月 31
日 21 时，滨海新区网红地标茱莉亚音乐学
院、洲际酒店广场，200 架无人机同步编队
飞行，时而化身消防员、消防车，时而呈现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主题，灵动炫目，闪
亮夜空，气势恢宏吸引驻足关注，潜移默
化传播消防理念。

■ 河西区：

为 3074 户独居老人家中
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
河西区政府出台了《河西区落实<天

106 栋高层建筑
完成消防设施升级改造
北辰区政府组织召开了“北辰区安全
生产暨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部署会议”，出
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若干
措施》，对各镇（街、开发区）履行属地领
导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委员会、组织
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明
确要求。区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对瑞景、
富泉公寓、天阳公寓三个片区的 106 栋高
层、104.7 万平方米的消防设施进行全面
升级改造；建立了镇街、村居、网格员（监
护人）
“三级监护”制度，为 3000 户家中
安装了智慧烟感探头。区政府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力量对辖区社会

■ 蓟州区：

12 个乡镇完成火灾风险评估
战役打响以来，蓟州区主要领导先后
多次带领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支
队、区林业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盘山
景区，开展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检查。区
发改委、住建委、城市管理委、公安分局、
消防救援支队等多部门组织召开了打通
“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专题会议，推动
有物业服务企业的所有小区和部分无物
业服务的小区，完成消防车通道采取划线
标识管理，并新规划 332 个公共停车位和
小区停车位。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12 个乡
镇完成火灾风险评估，并与所属村庄签订
村民防火公约。

日 星期五
20

日 星期五
20

6 次召开消防工作专题会议

■ 北辰区：

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并划拨 100 万元
专项资金，对积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工
作开展较好的镇（街、开发区）给予奖励
支持。区消防救援支队上线了“消防安
全责任平台”，建立了后台预警机制，指
派专人对各社会单位自检结果进行时时
巡查，倒逼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

月
11

月
11

■ 南开区：

个检查组，严查辖区大型综合体、仓储物
流企业消防安全隐患，指导和督促相关单
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度。截至目前，共
检查大型综合体 4 家次，发现督改隐患 9
处；检查仓储物流 14 家次，发现督改隐患
14 处，责令三停 4 家，有效震慑了消防违
法行为。

年
2020

年
2020

津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任务分工方
案》，进一步明确居民社区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工作分工、
“无对口”部门的监管职责
和消防诚信监管要求。区政府划拨专款
对国华大厦等 5 家商务楼宇消防设施进
行全面维修监测，更换破损、老化设施。
区政府依托区级养老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了共享养老大数据，并为全区 70 岁以上
的 3074 户低收入独居老人家中安装了独
立无线感烟报警器。辖区内 499 个住宅
小区完成了消防车通道划线标识管理，42
个住宅小区配备了移车器，增设了 71 个
路段临时泊车位，大幅提升了消防车道管
理水平。

专题

专题

全市打响冬春火灾防控战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加强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要求，全面加强冬春季
节火灾防控工作，按照“防大火、控小火、
遏亡人、保稳定”的总体目标和“隐患就是
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工作理念，近日，
本市打响了为期 3 个半月的冬春火灾防控
战役。
此次战役确定了包括坚决遏制群死
群伤和有影响火灾事故发生、全力预防和
减少“小火亡人”事故发生、深入开展电气
领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打通消防生命通
道工程、集中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建筑
板材和隔热保温材料等重点任务。
自 战 役 打 响 以 来 ，全 市 各 级 党 委 政
府、行业部门迅速行动。市消防救援部门
推动涉农镇政府对各自然村逐一开展消
防安全风险评估，逐村成立消防管理组
织，逐户签订村民防火公约，逐人开展防
火宣传。市委组织部、共青团市委会同市
消防救援部门对全市 400 名村官干部、50
名“青马学员”代表开展集中授课，积极发
动青年干部队伍参与农村火灾防控工作，
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火灾防控能力水
平。全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万名民警
进百万家”行动，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
消防通道占堵等问题开展集中摸排清理
整顿。市卫健委召开了以“关注消防、共
筑安全”为主题的消防演习现场观摩会暨
消防标准化管理推进经验交流会，全过
程、全要素演练人员疏散引导、发现警情
报告、扑救初期火灾、防护救护方法等一
系列应急处置程序，全面提升了部门协作
及单位应急处置能力。全市各区也纷纷
结合区域火灾特点，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火灾防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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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

投入 1400 余万元
对荒草区域开展集中清理
针对辖区季节性火灾风险特点，高新
区管委会下达了《禁火令》，要求各企业及
物业管理单位严格落实禁烟禁火制度，提
高防火巡查检查频次，保障消防控制室 24
小时值班值守。区管委会投入 1400 余万
元，对辖区内荒草区域开展集中清理。区
城环局成立了由环卫工人、环境巡查人员
组成的防火巡查队，将 25 辆洒水车纳入联
动体系，并将其中 10 辆载有喷洒水枪的洒
水车“武装培训”成流动消防车，统一张贴
联勤标识。区总工会发挥职能优势，面向
企业职工、微型消防站队员、消防安全联
络人及安全生产信息员、管理员等群体，
公开招募了 150 余名消防安全志愿者，与
区消防救援支队携手组建了高新区职工
消防安全志愿者服务队，建立了定期培
训、开展宣传、查找隐患、报送信息等制
度。为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文化知识传播
效果，区消防救援支队还组织开展“大手
拉小手”走进消防系列活动，200 余名孩子

走进消防站和消防文化主题公园，学习消
防安全常识，
感受红门魅力。
通讯员 王磊

红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区应急管
理局利用 2 天时间，分 4 批次对全区 900
余名街道社区网格员进行了系统的消防
安全培训，有效提高了基层网格员排查隐
患、督改隐患、普及常识等综合能力。区
民政局联合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三个
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 23 家养老机构开展
了拉网排查，并对存在隐患问题的养老机
构负责人进行了集中约谈。区公安分局
举办了派出所消防业务培训会，辖区派出
所主要负责同志、社区民警 130 余人接受
了系统的消防安全培训。

■ 西青区：

全区 100%街道
建立了消防安全组织
在冬春火灾防控战役中，西青区坚持
以构建“全覆盖、无盲点、动态化”的消防
安全管理体系为目标，将消防安全责任向
农村、街道社区等基层延伸，全区 100%的
街道、60%的农村建立了消防安全组织，
并利用网格化管理平台时时跟进工作落
实情况。西青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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