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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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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通病”。2020年12
月14日，山西太原一小区住户家中突发火灾，
消防车迅速赶往现场，但到小区门口时，消防
车遇到了“拦路虎”，道路北侧是竖着停的机
动车，道路南侧是斜着停的机动车，最终消防
救援人员铺了200米水带，才将灭火用水送到
火灾现场附近。2019年5月5日，江苏扬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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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次前行受阻，导致错失最佳救援时间，使居民
损失加重。2016年11月26日，湖南长沙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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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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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通道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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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罚款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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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等
电动车以其经济、便捷等特点，逐步成为群众
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保有量迅猛增长。但随
之而来的电动车充电、存放等安全问题成为困
扰居民社区的一大消防安全难题。近年来，全
国由于电动车引起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给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

错误做法一：过度充电

电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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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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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俗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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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车主把电动车骑走了，但充电器还连
在电源上，这样做很危险。现在很多家庭不止
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充电器千万不
要混合使用，这样不仅会给电动车电池带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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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主擅自改装电动车的动力电源，也是容易
引发火灾的原因。国家规定电动车电压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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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线路老化、电池短路等问题，也是造
成电动车起火的重要原因。建议用户最好在半
年至一年时间，定期到维修点做检查。另外，在
高温天气下骑行之后，要把车子放在阴凉处，等
车子以及电池的温度降下来后再充电。

电动车火灾特点

燃烧温度高

消防救援部门曾做过实验，把一台锂电池

的电动车点燃，模拟自燃过程。经过测验，燃烧
中的电动车在室外的燃烧温度最高可到达
604℃，在室内可达到1200℃。人体一旦碰到这
些火苗的话，轻则烧伤，重则丧命。

蔓延速度快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车身大多采用塑料、橡
胶等易燃材料制成。实验表明，电动车线路一旦
发生短路，在大约2分钟内就会引燃其他部位，3
分钟内电动车就会被大火包裹。

如何防范电动车起火

购车：市民应选购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
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并对电动车定期保养，不
要擅自改装电动车。

车辆停放：电动车应停放在安全地点，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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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给电动车充电应尽量在室外进行，
并确保周围没有可燃物，电动车充电不要超过8
个小时。

阴雨天气要注意：阴雨天气最好把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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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高层住宅建筑
林立，而高层建筑火灾事故也逐年增多。
2021年8月27日，大连市地标建筑金普新区凯
旋国际大厦发生火灾，造成外立面严重受损，
相关管理单位负责人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
由公安机关立案并进行刑事侦查。2010年11
月15日，上海静安区一正在进行外立面墙壁施
工的28层住宅，由于电焊工无证违规操作，引
燃周围易燃物，引发大火，导致58人遇难，70余
人受伤，房产损失近5亿元。高层建筑已成为
火灾群死群伤的重灾区。

如何预防高层建筑火灾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

用。在高层建筑内工作生活的市民群众要自

觉学习掌握必要的火灾预防、隐患排查、火场
逃生等消防安全技能。高层建筑主管单位和
物业部门要严格落实日常巡查检查、消防宣传
和应急演练等制度，利用建筑物内部宣传栏、
电子屏、广播常态化宣传消防安全；要聘请专
业机构定期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
证消防设施完整好用，一旦发生火灾能发挥灭
火、警示等作用。

加强火源管理，确保安全用火用电。在高
层建筑内工作生活的市民群众，要定期检查
室内电气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的电线，避免带

病工作；要按照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设
备，尽量避免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以防
出现超负荷用电；要杜绝床上吸烟行为，特别
是醉酒后卧床吸烟等危险行为，不要把未熄
灭的烟头随意扔在垃圾堆、纸篓等可燃物周
围；不要在楼道、楼梯间、室内存放电动车或
给电动车充电。

及时清理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发
生火灾时，高层建筑内的疏散通道就是保证被
困人员顺利逃生的“生命通道”。因此，日常工
作生活中要及时清理楼道、楼梯间内的杂物，

不能堵塞、占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不能破坏
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等设施，
要保持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

高层建筑火灾如何逃生

逃生预演，临危不乱。高层建筑管理单位要
定期组织应急逃生演习，使大家熟悉建筑物内逃
生路线及自救逃生方法。在高层建筑内工作生
活的市民群众要对建筑物内部结构及逃生路径
做到了然于胸。

视情而定，绝不盲从。当确定起火后，如所在

楼层较低且楼道内没有明显的烟气，可以佩戴逃
生面罩迅速逃生。如所在楼层较高或楼道内已看
到大量烟气，应选择关闭入户门，并用湿布塞堵门
缝或用水浸湿棉被蒙上，退到阳台、窗户等地大声
呼救，等待救援，决不能盲目逃生。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高层建筑中的电梯供电
系统在发生火灾后随时会断电或因热作用导致电
梯变形，致使电梯内人员被困。同时由于电梯井
犹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沿着电梯井
迅速蔓延，并充斥整个电梯轿厢。因此，在逃生
时，千万不要乘坐电梯，要选择从封闭楼梯间逃生。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在火场中，人的生命是
最重要的。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贪恋贵
重物品而浪费宝贵的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
人员，切莫重返险地，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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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火灾隐患单位名称

天津生态城第三社区服务中心

紫枫苑小区

恒华大厦

桃花源居小区

观云里小区1号楼

怀远里

天津合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雅安光电创业园）

清新大厦（天津泰达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卓越浅水湾

苏州红星品唯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红星国际大厦）

维多利亚（天津）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斗花园小区

明华里

绵和园

易久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尚毅（天津）防火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兴福亿家超市有限公司

天津市美集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泓沪园社区

万汇文化广场

天津市长宇供应链有限公司

远大住宅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富民顺通货运代理服务中心

天津市晓慧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鑫邦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森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宝坻区旺城温莎郡小区）

天津千诺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金秋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福昌双物流有限公司

天津市农商银行天津支行

金城嘉园6号楼

天津管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宇大厦

豪威大厦

中建大厦

责任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河西区

河西区

和平区

和平区

南开区

南开区

河东区

河东区

河北区

河北区

红桥区

红桥区

东丽区

东丽区

东丽区

津南区

津南区

西青区

西青区

北辰区

北辰区

武清区

武清区

宝坻区

宝坻区

蓟州区

蓟州区

宁河区

宁河区

静海区

静海区

经开区

经开区

详细地址

生态城和畅路532号

新城镇紫枫苑小区

大沽南路501号

广顺道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营口道交口

天津市和平区保安大街34号

工业园罗平道、金平路交口

长江道69号

七纬路

琳科西路

中山路66号

新大路与昆纬路交口

怡华路与芥园道交口

营浮路与鸿明道交口

金钟街金钟工业园金兴道1号

川铁路8号

华明家园

咸水沽镇红旗南路南端

双林东道与微山路交叉路口东北180米

中北镇阜锦道与万卉路交口

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九支路16号
B3-2、B3-3仓库

天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永进道

成邦物流园内

南蔡村

下朱庄

旺城温莎郡小区

方家庄镇产业功能区一号路

尤古庄镇邓各庄村

别山镇翠屏山澜商务中心

芦台街道光明路31号

光明路与商业道交叉口西南150米

静海镇冬平园2-4-502

东昌道与津文线交口西侧

第三大街2号

洞庭路66号

存在的主要隐患

1.部分排烟风机故障，正在维修；2.个别喷淋头溅水盘被漆料覆盖；3.部分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识故障。

1.个别楼层楼道内堆放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2.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3.物业消防设施检查记录存在漏签字现象。

1.屋顶水箱间稳压泵未接通电源；2.未落实防火检查巡查制度；3.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并有人员在楼梯间内吸烟现象。

1.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2.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不全；3.提问一名工作人员，对消防“四个能力”不熟知。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部分疏散指示标识故障；3.楼内违规停放电动车。

1.车辆占用消防车通道；2.灭火器数量不足；3.楼内停放自行车，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1.1门楼梯间内堆放杂物影响疏散；2.二层有一处使用插线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不符合规定；3.消防水泵房的水泵控制柜未设置在自动状态；4.消防控制室主机联动存在故障。

1.防排烟风机控制柜处于断电状态；2.清新大厦12层至14层的东侧疏散楼梯间及前室堆放大量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3.电器产品的线路无定期维护、检测记录；4.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无记
录，消防演练无记录，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没有细化人员分工；5.检查中发现大厦12至14层的强电间设置库房，存放大量可燃杂物。

1.部分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2.部分住户内感烟探测器故障；3.喷淋泵模块故障，个别警铃故障。

1.防火巡查记录不规范；2.2号楼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坏；3.1号楼屋顶水箱稳压控制柜处于停用状态，泵房照明灯存在故障；4.1、2号楼末端试水装置组件缺失，压力为零，湿式报警阀压力为
零；5.部分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

1.楼道内堆放杂物，影响疏散逃生；2.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3.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能做到双人持证上岗。

1.部分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2.疏散通道上堆放杂物；3.消防车道及回车场内停放部分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1.防火门损坏、部分楼层存在杂物占用通道现象、部分室内消火栓箱内器材缺失。

1.消防管道存在漏点，管网无水；2.消防主机存在故障点；3.楼道内存在停放电动自行车现象。

1.未按相关规范标准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2.员工消防安全培训不及时；3.未建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4.未张贴消防安全信用承诺书。

1.未按要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2.未按要求设置消防报警系统；3.未按规范设置防火分区。

1.未进行员工消防安全培训；2.消防档案建立不规范；3.防火卷帘门下放置柜台，影响正常使用。

1.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2.疏散指示标识不符合规范；3.未按要求组织疏散演练。

1.部分楼道内存放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2.消防控制柜存在故障点；3.日常巡查记录填写不规范。

1.楼道内违规存放电动车；2.未设置消防救援车登高作业面；3.控制室人员对远程启动后排烟风机的方法不掌握。

1.消火栓被遮挡；2.员工培训流于形式，且员工对应急预案不熟知；3.部分货物占用疏散通道，当场整改完毕；4.部分货物堆垛占地面积大于150平方米，堆垛间距小于1米，堆垛与柱间距小于
0.3米，不符合规范要求。

1.消防水池水量不足；2.室内消火栓管网无压力；3.自动喷水系统末端试水压力为零；4.排烟设施无法正常使用；5.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6.办公楼防火分区超面积；7.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
无值班记录；8.未进行消防安全自主承诺，并向社会公开；9.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10.一处室内消火栓被遮挡。

1.存在“三合一”违规住人现象；2.灭火器压力不足；3.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

1.器材库内电动车违规充电；2.器材库内违规住宿；3.员工对消防器材使用不熟练；4.个别灭火器未分组设置，已当场改正。

1.油烟机内油垢未及时清理；2.展厅内一处室内消火栓巡查检查记录填写不全；3.提问一名员工对灭火器操作不熟练。

1.微型消防站建设不达标，出动慢；2.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3.楼道内存在停放电动车，私拉电线充电现象。

1.库房内疏散通道被堵塞；2.无防火巡查检查记录；3.消防控制室只有1人值班且无上岗证。

1.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规定；2.无近期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3.货物堵塞疏散通道。

1.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规定；2.无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3.使用非国标安全出口指示标志。

1.无防火巡查、检查记录；2.无新上岗的员工培训记录；3.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未做明显标识；4.消防车救援场地未见室外消火栓；5.厨房区域未采用防火隔墙、乙级防火门进行分隔；6.疏散通
道上堆放影响人员疏散的物品；7.未在各层显著位置张贴疏散平面图；8.排烟控制柜无手自动切换装置。

1.地下室与车库之间的防火门未设置闭门器、顺序器；2.楼梯间、前室的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关闭状态；3.楼梯间内堆放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4.一个安全出口锁闭；5.地下封闭楼梯间未设置排烟设施。

1.应急照明灯未连接电源；2.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不全；3.无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18楼食堂管道井内堆放杂物；2.消火栓水泵结合器盖变形，影响正常使用。

1.大部分楼层楼梯间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2.疏散楼梯间内无应急照明、无疏散标识；3.一层楼梯间通往地下室处未设置防火门进行分隔；4.部分配电箱线路裸露；5.部分楼层灭火器
每个计算单元仅设置一具灭火器。

1.消防控制室内2具灭火器未进行检测；2.大部分楼层楼梯间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3.7楼安全出口遮挡，弱电间堆杂物；4.2楼安全出口装栅栏门并设门槛，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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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近峰创研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海韵众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澜花园）

天津市滨海新区阳光角服饰工作室

天津普生元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长安伟业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泰达医疗器械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纽凯伦商贸有限公司

福居园高层居民小区

经济研究院办公楼

保税区

保税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空港经济区东九道鸿港科技

临港区域黄浦江道与渤海十路交口

华苑产业区鑫茂科技园C1座二层C单元101

鑫茂科技园C1座二层D单元-1-2室

鑫茂科技园AB座六层J单元

鑫茂科技园IJ单元五层

鑫茂科技园C2座AB単元6层

大港古林街汉港公路东侧

创业三路（西）160号

1.该单位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规定；2.临时存货区一处室内消火栓损坏；3.企业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1.消防控制室值班持证人员不能保证同一时间2人在岗；2.微型消防站器材配置不符合要求；3.高层住宅楼部分电缆井内堆放杂物。

1.存在私拉乱接电气线路现象；2.单位内部休息室内设有床铺，有住人现象；3.一处安全出口被货物遮挡；4.单位内4个安全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1.单位内部一处室内消火栓被办公桌椅遮挡；2.単位后侧安全出口处堆放纸箱等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3.单位安全出口处未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1.单位内部一处室内消火栓前摆放杂物；2.后侧疏散通道内堆放纸箱等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3.单位安全出口处无疏散指示标志。

1.单位内一处室内消火栓箱前堆放杂物；2.单位库房吊顶照明灯具线路大部分处于裸露状态，未有效穿管进行保护；3.单位墙壁、吊顶部分电气线路未有效穿管进行保护。

1.公司外部电梯间停放两辆电动车，占用公共疏散通道；2.公司后侧安全出口处于锁闭状态，无法打开；3.公司后门室外疏散楼梯堆放花盆、木板等杂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1.消防控制室只有一人值班；2.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不规范；3.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对消防设施操作不熟练。

1.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安全管理人签字不全；2.走道放置沙发家具，影响人员安全疏散；3.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压力开关存在故障，且消防控制柜不能直接启动喷淋泵。

高层建筑火灾之殇

消防车通道=生命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