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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消防

红火过大年 当心
“火”
过头
—— 请您收好这份“消防安全大礼包”
也是火灾事故多发的时间节点。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冬季发生火灾 7.6 万余起，直接财产损失 4.2 亿元。我们在享受春节幸福时
光的同时，又应该如何预防火灾发生、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管理呢？

如何扼住电动自行车之火
春节假期给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带来了
难得的休息时间，有些市民因为害怕电动
自行车丢失，便将电动自行车存放在楼道
里或家中，殊不知这样做很可能会害了自
己 。 近 年 来 ，电 动 自 行 车 以 其 经 济 、便 捷
等特点，逐步成为了群众出行代步的重要
工具，保有量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存放等问题也成为了困扰
我们的一大消防安全难题，全国由于电动
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电动
自行车火灾已成为居住场所较大以上火
灾的“元凶”。
案例一：2021 年 1 月 29 日，我市滨海新
区汉沽街某小区住户起火。起火原因为电
动自行车违规在室内充电，造成电源线短
路引燃周边可燃物起火，酿成了 1 死 1 伤的

惨剧。
案例二：2017 年 9 月 25 日，浙江玉环市
玉城街道小水埠村常兴路 21 号二间四层半、
砖混结构民房起火。在事故现场发现 9 人死
亡，2 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起火原因
为停放在一层大厅的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短
路，引燃周围可燃物起火。
案例三：2019 年 5 月 5 日，桂林市雁山区
雁山镇西龙村一村民自建出租房发生火灾，
造成 5 人死亡，38 人受伤。经消防部门调查
认定，起火原因为停放在一楼北面大厅的电
动自行车电气故障引发火灾。
案例四：2017 年 12 月 13 日，北京朝阳区
十八里店白墙子村一村民自建房私拉电线，
通过接线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因电源线短
路引发火灾，造成 5 死 9 伤惨剧。

电动自行车火灾特点
燃烧温度高
消防救援部门曾做过实验，把一台锂电
池的电动自行车点燃，模拟自燃过程。经过
测验，燃烧中的电动自行车在室外的燃烧温
度 最 高 可 达 到 604℃ ，在 室 内 可 达 到
1200℃。如果人体一旦碰到这些火苗，轻则
烧伤，重则丧命。
蔓延速度快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自行车车身大多采用
塑料、橡胶等易燃材料制成。实验表明，电动

消防车通道：
生命通道，
请勿占用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机动车保
有量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占用、堵塞消防车通
道也成为了
“城市通病”
。2016年11月26日，
湖南长沙市一居民住宅突发火灾，
消防车行进
在距离小区几百米时被违规停放的机动车挡
住了去路，
消防指战员只能采取远距离铺设水
带，进入起火住宅扑救。由于延误了最佳时
机，两名被困人员不幸遇难。2019 年 3 月 27
日，福建厦门一居民楼楼顶发生火灾，消防指
战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在离起火居民楼
200 多米的路口处，
消防车被停放的大量私家
车挡住去路，
消防指战员也只得远距离铺设水
带作战，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0年1月
1日下午５时许，
重庆市一居民楼发生火灾，
消
防指战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却因违规停放在
消防车道上的私家车前行受阻，
导致错失最佳
救援时间，
使居民损失加重。
管理使用单位和物业企业应如何管理消防车通道
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
道路，
是实施灭火救援的
“生命通道”
。管理使
用单位或居民住宅的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
域内消防车通道，
要落实以下维护管理职责：
（一）划设消防车通道标志标线，设置警
示牌，并定期维护，
确保鲜明醒目。
（二）指派人员开展巡查检查，采取安装
摄像头等技防措施，保证管理区域内车辆只
能在停车场、库或划线停车位内停放，
不得占
用消防车通道，并对违法占用行为进行公示。
（三）在管理区域内道路规划停车位，应
当预留消防车通道宽度。消防车通道的净宽
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 米，转弯半径应
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四）消防车通道上不得设置停车泊位、
构筑物、固定隔离桩等障碍物，
消防车道与建
筑之间不得设置妨碍消防车举高操作的树
木、架空管线、广告牌、装饰物等障碍物。
（五）采用封闭式管理的消防车通道出入
口，应当落实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打开的保障
措施，不影响消防车通行。
（六）定期向管理对象和居民开展宣传教
育，提醒占用消防车通道的危害性和违法性，
提高单位和群众法律和消防安全意识。
（七）发现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
行为，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和劝阻；
对当事人拒
不听从的，应当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固定证
据，并立即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消
防救援机构、公安机关报告。
占用消防车通道将受到哪些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
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占用、
堵塞、
封闭疏散通
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根据法律规定，
单
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处 5000 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改正；
对个人占用堵
塞消防车通道的，
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可以采取强制拆除、
清
除、
拖离等代履行措施强制执行，
所需费用由违
法行为人承担。另外，
占用、
堵塞消防车通道，
阻碍灭火救援的，
根据具体情节以及实际所导
致的损害后果情形，
相关当事人还可能要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自行车线路一旦发生短路，在大约 2 分钟内
就会引燃其他部位，3 分钟内电动自行车就
会被大火包裹。
烟气毒性大
电动自行车燃烧后，会释放出大量的有
毒烟气，当烟气中的含氧量低于正常所需的
数值时，人的活动能力减弱、智力混乱，甚至
晕倒窒息；当烟气中各种有毒气体的含量超
过人正常生理所允许的最低浓度时，就会造
成中毒死亡。

临近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
清
扫 房 屋 ，以 整 洁 崭 新 的 面 貌 迎 接 新
春。因为“尘”与“陈”谐音，所以清理
房屋、打扫尘土，也就有了扫除陈腐、
去除晦气的含义。除了房屋里的尘埃
要打扫，家中的消防隐患也要消除。
在为过年做着各种准备时，我们该怎
样准确地找到家中消防隐患？又该怎
样清除这些消防隐患呢？大家来看看
下面几个窍门。

疏散通道别堵占。居民楼里都有消防
疏散通道，这是紧急情况时，
人们逃生撤离
的安全通道。可是有一些市民朋友，
把疏散
通道当成了自家的
“小院”
，
舍不得扔的旧家
具，放不进家里的单车，
都堆在了疏散通道
里。还有人在楼道间疏散通道处打造
“储物
柜”存放东西，虽然方便了自己，但可能会
“害”
了大家。如果发生火灾，
大家想通过疏
散通道逃生时，后面有浓烟烈焰
“追赶”
，
前
面有储物柜旧沙发挡路，那可就太危险了。
家庭在做卫生扫除时，
务必把疏散通道内的
旧物、储物柜等清理干净，
保持疏散通道畅
通，
在紧急撤离时，
才不会慌张。
阳台杂物勿乱堆。许多家庭为了保持室
内的清洁整齐，会把杂物堆放在阳台上，
甚
至包括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阳光充足的
阳台变成了乱七八糟的
“杂物间”
。在强烈
阳光的直射下，
阳台上的杂物如果遇到未熄
灭的烟头、电线短路的火花等，
很容易引发

养老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行动不
便的老人众多，一旦发生火灾事故，
极易造
成群死群伤等恶性事件。养老机构也成为
春节期间火灾高风险场所。
主体责任落实方面的突出风险问题。
部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组织机构不健全，
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不明确，
未有效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重点部位值守尤其是夜
间值班人员配备数量不足，现有工作人员
未能掌握处置初起火灾基本程序，容易延
误火灾报警、扑救和组织人员疏散。消防
控制室值班人员不会熟练操作设施设备，
微型消防站设置不合理、队员人数不足，不
能及时有效处置初起火灾。
危险源管理方面的突出风险问题。部
分养老机构用火管理不到位，厨房油烟道
清理不及时，燃气灶具没有按要求安装，服
务对象存在违规吸烟、乱扔烟头、火柴梗等
现象。用电管理不严格，私拉乱接电气线
路，甚至在建筑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并为其
充电。一些养老机构出于管理和防盗方
便，在走廊违规加设床位，
夜间锁闭安全出
口、安装防盗铁栅栏，
直接影响安全疏散。
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危险品方面
的突出风险问题。一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
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卧室火灾荷载较
大，存放大量易燃可燃生活物品。部分养
老机构设有独立药房，药房存放大量乙醇、
乙醚等易燃化学试剂，有些养老机构楼内
设置直通卧室的输氧管线，一旦发生火灾，
极易迅速蔓延，造成场所人员伤亡。
消防车通道和建筑消防设施方面的突
出风险问题。养老机构人员多、通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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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年关将近，忙碌了一年的人们会选择在此时回到家中，享受着团圆带来的幸福和快乐。然而，春节期间

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容易起火
错误做法一：
过度充电
电动自行车电池最忌讳的就是过度充
电、放电，
过度充电会让电池发热、鼓胀，甚至
导致电池爆炸。因此，充电时间不能过长，一
般在 8 小时。对于不少已经使用 1 年至 2 年
的电池来说，充电时要格外当心。
错误做法二：
飞线充电
由于高层建筑内居住人员密集，
当多辆电动
自行车同时充电时，
就会导致电压不稳，
容易引发
安全事故。另外，
还有些人喜欢私拉电线充电，
也
就是我们俗称
“飞线充电”
，
会埋下严重的安全隐
患。电线在空中没有任何支撑与保护措施，
会
与墙体发生摩擦，
磨损非常大，
漏电概率很高。
错误做法三：
充电器使用不当
要到正规厂家购买具有 3C 认证标志的
合格充电器，千万不要使用劣质或不合格的

充电器。此外，有的车主把电动自行车骑走
了，但充电器还连在电源上，这样做很危险。
现在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自行车，不同品
牌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千万不要混合使用，
这样不仅会给电动自行车电池带来损伤，也
会埋下安全隐患。另外，充电器是损耗品，要
及时更换老化损坏的充电器。
错误做法四：
私自改装成新隐患
车主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动力电源，
也是容易引发火灾的原因。国家规定电动自
行车电压应该是 48V，但有的车主私自改装
成了 84V，甚至更高，这就加速了电源线的
老化。电动自行车除骨架外，其他部件都是
由塑料、橡胶和聚氨酯材料制成的，
这些多数
属于易燃可燃的材料。一旦发生电线短路等
情况，瞬间就会发展到猛烈燃烧阶段。

如何防范电动自行车起火
购车：市民应选购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
合格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和电池，
并对电动自
行车定期保养，不要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
车辆停放：电动自行车应停放在安全地
点，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停放在楼梯间、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处，
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
线路插座安装敷设：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的线路插座，应由专业电工安装敷设，
不要私
拉乱接电源线路。
充电：平时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应在室外

集中充电，并确保周围没有可燃物，电动自行
车充电不要超过 8 个小时。
阴雨天气要注意：
阴雨天气最好把电动自
行车停放在车棚内或者用塑料布遮盖，
避免雨
水渗漏造成线路老化或腐蚀，
带来短路隐患。
电池保养：每隔一段时间应该把电池从
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电池、电线及其发热
量，如果存在电线老化、裸露或者充电时间不
长电池就很烫的情况，应该及时把电池送去
检查，避免因为电池故障酿成祸端。

辞旧迎新 别和“火患”一起过年

火灾。且家中万一发生火灾，
楼道和门窗等逃
生通道又受阻的时候，
阳台就是最好的紧急避
难处。如果阳台杂物乱堆乱放，发生火灾时，
阳台就很难用于紧急避难。所以，
我们在大扫
除时，要认真清理阳台杂物，
分门别类收纳规
整，
不要在阳台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烟机油垢及时清。厨房的油烟机使用一段
时间后，
油垢会聚积在油烟机里，
不但会影响使
用效果，
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家庭大扫除在做
厨房卫生时，
一定要彻底将灶台、
油烟机清洗干
净，
清除油垢，
防患于未然。只有厨房安全，
才

能做出香喷喷的团圆饭。万一做饭时油烟机着
火，
务必保持冷静，
及时切断气源，
关掉电源，
还
须立即关闭排风机，
否则风越大，
火越旺。
电器隐患需留神。随着春节的来临，
家庭
用电量也随之增加。临近春节，
要对家里的电
器和线路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在导致起火的
原因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器起火。特别是电
暖器、
电热毯等设备，
既是取暖
“神器”
，
也是用
电
“大户”
，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避免
电器起火。一旦发现电器线路有问题，
要及时
请专业人员维修更换，
确保用电安全。

情暖养老院 平安“夕阳红”
常闭式防火门往往不能保持正常关闭状态。 “四个能力”
，教育员工懂得火灾危险性，
会报
院内停放车辆多，违规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
警、
会灭火、
会组织逃生。
现象较为突出。一些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养老服务机构应至
养老机构为节约投入成本，未按标准要求设
少每半年对所有员工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培
置消防设施器材，有的未按要求设置独立感
训，员工上岗、
转岗前应当经过岗前消防安全
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和简易喷淋灭火设施。一
培训，并至少每半年开展一次灭火和应急疏
些养老机构建成时间较长，消防设施器材维
散演练。
护保养不到位，存在设施停用、器材丢失及老
设置消防警示与标识：养老服务机构应
化等现象，起火后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针对特殊服务特点，在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方面的突出风险问
和重要场所、重点部位的显著位置设置消防
题。部分养老机构未结合场所人群特点开展
安全警示、提示标识，在消防设施、器材上设
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提示，未制定有针对性
置醒目的标识，并标明操作使用方法。
的应急疏散对策和措施，患者及家属、老年人
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应急预案：养老服
不了解所在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一些工作人
务机构要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
员没有经过系统专业培训，自身消防安全意
散预案，按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定期组
识不强，不会扑救初起火灾，
紧急情况下不会
织检验、维修，对电气线路、燃气管道定期维
有效组织在场人员特别是危重病人、生活不
护保养、检测，对入住的老年人开展消防安
能自理的老年人疏散逃生。
全提示。
“三自主 两公开 一承诺”：养老服务机
构要开展“三自主 两公开 一承诺”即：自主
■ 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须知 ■
评估风险、自主检查安全、自主整改隐患，落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养老服务机构属于
实消防安全主题责任，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确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按照标准建设微型消
保场所消防安全。
防站，确保有人员、
有器材、
有战斗力，
一旦发
教授消防常识：养老服务机构要向老年
生火灾，第一时间能够到场处置，
有效扑救初
人告知安全用火、
用电、
用气、
用油等常识。
期火灾。
如遇火灾及时拨打 119：一旦发生火灾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要加
事故，在拨打 119 报警电话的同时，要组织员
强消防安全管理，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扑
工迅速疏散老人，重点转移救助年老体弱、
卧
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消防宣传教育
病在床的老人。

春节期间，
市消防救援总
队将连续 7 天推
出大型线上直
播活动和消防
安全知识线上
有奖答题。请
您关注“天津消
防 ”官 方 微 信 、
微 博 、抖 音 、快
手 、今 日 头 条
号，有更多惊喜
等待着您！

春节商场
只有够安全才能“购”安全

每年的春节都是各大购物中心“比拼”的时候，不论是
优惠力度还是促销活动，无不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然而
由于体量大、建筑面积广、储货量多、业态复杂、人员集中等
特点，这些场所也成为了火灾的高风险区域。
业态复杂。大型商市场以商业为主，多经营服装、鞋
帽、化妆品等，可燃物品集中。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很多商
场为了营造节日气氛大量使用可燃易燃材料进行装修装
饰，一旦发生火灾，
燃烧迅猛，产生大量有毒烟气，严重威胁
人员生命安全。商家一般会在综合体内设置独立仓库或临
时库房，有的为前店后库、上店下库，库房储量大，商品过于
集中，大大增加了火灾荷载。一些内设的儿童活动场所，如
淘气堡、蹦床等娱乐设施，
使用大量的聚乙烯、泡沫塑料，这
些物质在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给人员疏散
和火灾扑救带来极大困难。
火灾危险源众多。大型商市场集商业、餐饮、电影院、
健身房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多，引火源
多。大型商业综合体商户二次装修情况普遍，施工区和使
用区如未有效进行防火分隔，电焊、气焊作业时极易引燃周
边可燃物。一些商家在举办商业促销等活动期间，私拉乱
接电气线路较为普遍，有的还擅自接入大功率的电气设备，
很容易造成局部过载、线路短路等电气故障引发火灾。
建筑结构复杂。大型商市场建筑规模大，建筑结构复
杂。有的建筑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大体量的建筑空间大
多采用防火卷帘划分防火分区，容易出现分隔不到位、封堵
不严实的问题，稍有不慎，
极易造成火势蔓延。大部分商业
综合体采用上下连通的自动扶梯，中庭基本形成上下连通
的共享空间，一旦发生火灾，竖向空间会产生烟囱效应，火
势迅速蔓延，容易形成大面积的立体燃烧。有的步行街的
安全疏散采用避难走道和疏散通道的疏散方式，疏散距离
长。商户之间借用安全出口、店中店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
影响了人员的安全疏散。节日期间，商家会相应地购进更
多的商品，有的商家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占用疏散通道摆
摊设点。
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大型商市场普遍存在多个产权
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和大量使用单位，实施承包、出租或委
托经营时，消防安全责任难以厘清，易出现职责交叉和职责
空白，即使签订了《消防责任书》，执行起来也常常推诿扯
皮。大型商业综合体管理单位对商户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
况缺乏有效监督和必要的奖惩措施，消防安全管理责任难
以落实到位。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大型商市场消防设施分布
广、点位多，
一旦维护保养不到位极易出现故障。加之经营
业态多，用火用电频繁，一些场所发生误报后直接将其屏
蔽，火灾情况下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装修改造等作业活
动期间，停用消防设施，有的甚至将水源全部关闭，同时未
采取有效的临时防范措施。
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大型商市场员工流动频繁，岗前
消防安全培训不及时、不到位，
“一懂三会”
（懂得本场所用
火、用电、用油、用气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
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实用性、操作性不强。部分商业综合体
管理单位组织的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缺乏针对性和有效
性，未分楼层、分业态、分重点部位分别开展，也未能按上岗
时间明确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组成人员，
一旦发生火灾，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在执行上难以有效落实。
大型商业综合体管理者要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最大限度避免火灾事故发生。
严格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大型商业综合体管理运营单
位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各项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
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开展演练。
要配备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应急逃生设施设备、疏散引导
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确定各类消防设施的操作维护人员，
定期检验维修，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
测，确保完好有效。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建筑
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外装修装饰材料等符合消防技术标
准。电气线路、管线的安装、使用及线路、管线的设计、敷设
必须符合相关标准和管理规定，并定期维护保养、检测。要
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要保证疏散通道畅通。大型商业综合体管理运营单位
要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畅通，营业期间禁止锁
闭安全出口，禁止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上安装固定栅栏等
影响疏散的障碍物。疏散楼梯间的门要保持完好，门上应
有正确启闭状态的标识，保证其正常使用，疏散应急照明灯
具、疏散指示标志要完好有效。各楼层疏散楼梯入口处等
明显位置张贴安全疏散指示图，注明疏散路线、安全出口和
疏散门、人员所在位置和必要的文字说明。超市、电影院、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处设置门禁系
统时，要保证火灾时能向疏散方向直接开启，并应在显著位
置设置安全出口标识和使用提示。
广泛开展消防培训演练。大型商业综合体管理运营单
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以及消防安全归口
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要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
训，员工在入职或转岗 7 日内要接受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在
职期间应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消防培训。单位要定期组织
消防安全逃生及疏散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单
位内部的专（兼）职消防队员要重点培训发现、排除火灾隐
患的技能，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要重点培训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和联动控制设备操作及火灾应急处置等内容，消
防水泵房值班人员重点培训消防水泵、报警阀等设施设备
的启动、停止和试验操作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