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中秋，对于在外忙碌无法回家的人们，总会给亲友送去问候或寄去节日的礼物，此时对快递物流保

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快递行业繁忙的同时，仓储物流场所火灾事故却时有发生。仓储物流场所火灾具

有蔓延速度快、扑救时间长、财产损失大等特点，尤其是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各类致灾因素显著增加，一个个

惨痛的教训警醒我们，一场火灾足以使辛勤创业的努力付之一炬。仓储物流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亟需引

起有关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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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场所一旦发生火灾，会迅速
蔓延，形成立体燃烧，产生大量浓烟，且燃
烧时间长，易造成建筑物坍塌，而火灾的发
生大多与人员管理不善、火种管理混乱有
关。仓储物流单位该如何防范此类火灾的
发生呢？

落实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原则，仓储物流单位要建立实行消防安全
责任人制度、划分消防安全责任区、构造消
防工作责任链的消防安全责任机制。首先，
明确单位法人是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消防安
全工作负总责；分管消防安全的领导为消防
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具体
实施和组织落实具体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其次，根据单位内部性质布局，在空间上，自
上而下，划分消防安全责任区，确定每个责
任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督促每个责任区内
抓好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实，形成一个封闭、
循环的消防安全责任链。最后，要建立健全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如用火用电制度、
管理人员巡检制度、专（兼）职消防人员监督
检查制度、消防器材维护保养制度等，并采
取措施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将人责绑
定，形成消防安全层层分管、消防责任人人
有责的消防管理体系。

狠抓企业自身消防安全管理。

在火灾防控方面，仓储物流单位应加
强对火源的监管，认真分析仓储空间内
能产生火源的部位，逐一采取措施加以
预防。企业不但要重视对照明灯具、电
线电缆、电器用具的选用、检修和日常管
理，还要对明火的使用进行审批，尤其是
电气焊和设备检修等情况，从源头上管
控着火源。同时，要加大对消防安全的
投入，不能只重视经济效益而轻视消防
安全，应加强对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保
养，确保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筑牢火灾
防控防线。

强化消防宣传教育。

消防宣传及教育培训，是一项基础
性、先导性的长期工作，也是杜绝火灾
事故发生的最有效、最深刻、最彻底的
措施之一。这就需要仓储物流单位以提
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为目的，建立消防
宣传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单位开展消防
宣传教育培训，可利用火灾案例进行警
示教育，组织员工学习相关的消防法律
法规，培养员工排查消除火灾隐患、疏
散逃生以及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从根
本上提升仓储物流单位的消防安全防范
能力。

警示！仓储物流场所千万别“上火”

随着当今物流行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各类与
物流相关的大型仓储物流仓库的涌现，但在这种
繁荣经济的背后，却是仓储物流企业火灾数量的
逐年递增。

2015年1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外区太古头道街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

三层仓库起火，过火面积1.1万平方米。

此次火灾造成5人死亡，14人受伤。2016年
9月1日，备受关注的哈尔滨市“1·2大火”案宣
判，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
年至有期徒刑五年。经查认定，本起火灾起火直
接原因是私接电线、违章使用电暖气，导致违章
敷设的电气线路超负荷过热，引燃周围可燃物，
引发了火灾。由于火灾现场存放大量可燃、易燃
物品，缺乏有效的防火分隔，火势迅速蔓延，大量
的可燃物导致火灾强度高且持续时间长，超过一
般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持续高温引起钢筋和
混凝土强度降低是导致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
根据调查报告，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是造成这起
火灾的间接原因。火灾责任涉及的四户企业被
认定为火灾责任单位，56名相关责任人受处理，
其中涉嫌失火罪一人，已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的8人被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此外，哈尔滨市政府相关部门还对在“1·
2”火灾善后处置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的三名行
政人员及相关行政部门予以行政问责。

2015年1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百

荣世贸商城二期小商品城七层仓库起火，

火灾持续71个小时。

据统计，此次火灾过火面积2800平方米，未
造成人员伤亡。警方确认系人为放火案件后，锁
定百荣世贸商城员工韩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
1月30日将其控制。经过85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
71个小时的扑救，火灾被彻底扑灭了。事故没有
人员伤亡，起火的建筑主体结构完好，而这次火
灾的过火面积却达到2800平方米。这次火灾持
续时间长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商场的仓库中纺
织品、塑料、纸盒箱等可燃物集中，而且被铁制的
防护网锁定。同时，火灾产生了大量的高温有毒
烟气，灭火射水产生的高温水蒸气和复杂建筑结
构给扑救工作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而根据消防部
门的调查，火灾是属于商场的一名员工为了追求
刺激，在商场仓库内用打火机将纸箱点燃。最终，
16岁的当事人韩某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015年2月5日，广东省惠东县义乌

商品城四楼仓库发生火灾。

该商场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总建筑面积
15000平米，其中一至三层经营餐饮和日用百货，
四楼为电影院和仓库。着火部位位于四层中庭
附近，火灾造成17人死亡。此次火灾是一名9岁
男孩在商场玩火引起。

2017年8月16日17:46，广东东莞

塘夏镇石马南天路26号仓库发生火灾。

据调查，发生火灾的建筑为单层铁皮房，过
火面积约15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经审查和大
量取证工作，查明火灾是由起火仓库当事人非法
储存危险物品引发。当事人如实供认了其违法
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2017年11月20日上午8:47，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大力镇美梦床上用品仓

库发生火灾。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1600平方米，造成6人
死亡，1人受伤。经查，此次起火的燃烧物质主要
为海绵等。

2019年11月9日，上海市宝山区蕴

川路3735号，上海新德物流有限公司一

号仓库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40辆消防车，250余名消防救援
人员赶赴现场处置火灾，过火面积约 7200 平
米，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经调查，起火原
因系现场施工人员在升降机平台上电焊作业
时掉落的高温焊渣，引燃地面可燃物并蔓延成
灾。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为，施工主体单位将
装修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日常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现场施工人员未开
具动火证，未清理动火现场附近的可燃物，且
动火无人员看护，装饰装修不符合要求。同
时，由于仓库在改造过程中大量使用易燃、可
燃材料进行装修，火灾发生时产生大量有毒浓
烟，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最终导致了悲剧
的发生。

2021年7月24日下午，长春净月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物流仓库发生火灾，

事故造成15人死亡、25人受伤，建筑物

过火面积62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3700余万元。

失火建筑原本是一家节能设备厂，一部分被
李氏婚纱公司改建成摄影棚，另一部分则被其他
几家公司当做仓储物流仓库。7月24日，李氏婚
纱梦想城正常营业，当日下午在岗员工130人，
顾客40人。15时40分许，员工齐某和朴某在李
氏婚纱梦想城二楼南侧“许愿树”影棚内为两名
顾客拍照时，朴某看到“婚礼现场”影棚内东南
侧拱形装饰门上部的仿真植物着火便大喊“着
火了”，随后跑下一楼寻找灭火器。紧邻“许愿
树”北侧影棚内的摄影师于某和助理崔某听到
喊声后，立即让他的三名顾客撤离，并指示了撤
离出口和方向。于某拿起灭火器试图灭火，但
由于火势太大无法扑灭，于是于某、齐某、崔某
三人跑出影棚区，跑到一楼逃生。15时 40分
许，在二楼办公区的总经理邹某与技术部曲某
看到南侧下方错层的影棚区有大量浓烟蔓延，
向下的楼梯被浓烟淹没，无法撤离，二人跑到办
公区西侧的数码部内，此时数码部内被困人员
30余人，邹某和众人砸开了窗户，多人从窗户跳
出，曲某跳下后摔伤，邹某欲跳窗时被浓烟熏
倒在窗口。15时 48分，李氏婚纱公司员工拨
打了119火警电话，邹某后被消防救援人员救
出。火灾于当日19时 28分被扑灭，事故共造
成15人死亡，25人受伤。调查发现，起火原因
为李氏婚纱梦想城二楼“婚礼现场”摄影棚上
部照明线路漏电击穿其穿线蛇皮金属管，引燃
周围可燃仿真植物装饰材料所致。经认定，该
火灾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9名责任人已
被警方采取措施。

2021年5月9日，北京市通州区一食

品企业库房内发生火灾，过火面积3000

余平方米，事故造成3人死亡，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309.07万元。

经过消防救援机构结合现场实验和检验鉴
定情况，认定起火原因系施工作业引燃保温材
料所致。事发前，该库房正在进行改建，施工承
包人未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未采取相应的消防
安全措施，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作
业最终导致事故发生，最终3名事故责任人被
依法批捕。

2022年9月，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

长山头村清溪大道62号一废弃厂房发生

火灾。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管理局、消防、公安及
卫健委等多部门前往现场处置。12时20分，明
火被扑灭，过火面积约500平方米，事故共造成7
人死亡。据初步调查，原企业组织人员在拆除废
旧设备过程中，现场施工人员由于操作不当引发
火灾事故。

建筑面积大、储存货物多，经济价值高、
人员密度高……仓储物流场所一旦失火，危
险性高，极易造成重大损失，那么仓储物流
场所为何容易“惹火”呢？

钢结构建筑耐火性能差，火灾时易垮塌。

为满足仓储物流企业对空间的需要，
近年来新建的大型物流仓库多采用大空
间、大跨度的钢结构建筑形式。实验证
明，在全负荷状况下，使钢结构失去静态
平衡稳定性的临界温度为500℃左右，而通
常火场温度将达到800℃至1000℃，一般裸
钢的理论耐火极限仅为15分钟左右，经过
火的作用其强度降低为原来的52％至30％，
弹性模量降低为原来的80％至75％。因此，
仓储物流企业一旦着火，极易造成部分或整
体建筑发生垮塌。

储存货物种类繁多，火灾荷载大。

由于物流企业的发展需要，仓储物流
仓库往往体量较大，尤其随着高架仓库
的大量使用，导致此类仓库储存货物数
量巨大。同时，大多数仓储物流仓库所
储存的货物为家电产品、日用品、塑料
等。虽然货物的流转速度快、库内滞留
时间短，但由于其配送需要，往往附加大
量的纸质、木质以及各种塑料泡沫等包装
材料。这些可燃物的燃点较低，极易燃
烧，释放大量的热量和烟气，导致火灾事
故的蔓延扩大。

建筑跨度大，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困难。

部分单位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仓储物
流仓库往往货物摆放较密集。特别是在
临近节假日期间，物流配送达到高峰，仓
库内货物数量激增，疏散通道被大量占
用。同时物流配送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对
货物进行分拣、加工，造成人员局部集
中。这时一旦发生火灾，在火场烟雾作用
下，人员疏散逃生困难，灭火救援有很大
的难度。

着火源控制不严，致灾因素多。

由于物流仓库体量大、功能多，着火源
也成倍增加，甚至垃圾桶内的一个小烟头都
有可能引发一场火灾。一部分着火源的产
生是由于人员对仓库的日常维护管理不到
位，如库内照明灯具选用不当、动力电线超
负荷运行导致短路、电线电缆损坏老化等；
但仍有很多着火源的产生是人为引起的，如
不严格执行动火规定，违章切割、无证动火、
违反规定操作，以及员工在工作时吸烟、乱
扔烟头、违规装卸作业等，这些行为都在仓
库内埋下了“火种”。

企业消防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意识薄弱。

在利益的驱使下，个别企业往往更重视
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防火安全的重视。有
些仓储物流企业员工，没有经过系统的消防
教育培训即上岗，导致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
识薄弱，存在违规操作等问题。

仓储物流场所具有建筑面积大，储存
货物多，经济价值高，人员高度密集，火灾
危险性高，扑救难度大等特点。那么，仓储
物流场所防火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相关单
位和人员要围绕以下六个重点，自查火灾
隐患，堵塞消防安全漏洞，建立长效机制，
确保措施责任落到实处，切实做到防患于
未“燃”。

一是消防管理制度。

重点整治未建立并落实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未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未
确定本单位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未落实防火
巡查检查制度，未完善消防安全档案；消防
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未保证24小时双人持
证上岗等问题。

二是消防设施设备。

重点整治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室内外消
火栓、自动消防设施，灭火器等未保持完好
有效等问题。

三是防火平面布置。

重点整治建筑防火间距不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生产、储存、经营及办公场所之
间未采取有效防火分隔；存在“三合一”，
特别是采用可燃材料分隔的夹层违规住
人问题。

四是消防安全疏散。

重点整治安全疏散条件不符合要求，堵
塞、占用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应急
疏散照明以及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符合要
求等问题。

五是用火用电用气。

重点整治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相
应规范要求，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违规
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电动自行车违
规停放充电，营业期间违规动火作业；
地下建筑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
问题。

六是应急处置能力。

重点整治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并组织演练，重点岗位员工不具备应急处置
能力，新入职员工未经岗前消防安全培训等
问题。

仓储物流场所为何易“惹火”创业千日难 火烧一日光

仓储物流场所如何不“上火”

围绕六个重点做好仓储
物流场所消防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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