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期间，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紧紧围绕“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

主题，精心策划，广泛发动，持续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消防宣传活动，在

全市掀起了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的热潮，使“火焰蓝”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消防

安全意识进一步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以来，天津
市消防救援总队坚持问题为导向，
瞄准解决火灾防控工作中的传统难
题，推进冬春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围
绕消防责任落实、冬季火灾风险、防
范“小火亡人”三大重点，打响全员
大培训、全域大警示、全民大科普三
大战役，多方联动，多点开花，全社
会消防安全素养和自防自救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升。

瞄准消防责任落实

开展全员大培训

“大家知道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吗？它的有效期是几年？”“大家知
道咱们在办公室遇到火灾该如何逃
生吗？”……在位于滨海新区的一家
企业当中，消防宣传员正在生动地
为企业职工讲解消防安全知识，而
这已经是他当天深入企业的第三场
培训了。

据了解，“119”消防宣传月期间，总
队以“万场安全大课堂，线上线下学消
防”活动推动全系统、全行业、全社会
学习消防法律法规、压实消防主体责
任、提高消防管理水平、强化消防安全
技能。全市20个区政府、管委会普遍
利用召开冬春火灾防控部署会的时
机，以会带训，组织辖区部门、系统、单
位负责人学习消防法律法规，强化主
体责任意识；应急、教育、司法、民政、
文旅、商务等行业部门开展内部消防
安全培训79场，培训干部职工1.2万余
人；总队会同市总工会举办了“消防安
全线上大课堂”活动，采取视频直播的
形式对20万工会职工、会员开展培训；
各支队发动教育部门面向百万学生开
展了“上一堂消防知识课”活动，组织九
类重点人群培训班 180场，培训人员
5400余人；依托“全民消防安全学习云
平台”，发动2.2万家党政机关、社会团
体、学校、医院等单位开展在线学习，
192万市民学习了消防课程。
“演习开始！”随着一声号令，一

场由企业微型消防站和工艺处置队
参与的消防实战演习在天津市中塘

工业园拉开序幕，演习实际检验了
企业自救、联动、救生、排险等综合
能力，有效提高了企业员工的消防
安全意识。
“119”消防宣传月期间，总队组成

了由消防人员和社会消防专家共同
参与的百支“消防讲师团”，深入全市
9000余家单位开展了“消防安全回头
看”活动，督促单位强化消防管理，开
展安全培训教育，协助查改隐患问
题；重点针对仓储物流、劳密企业、建
筑工地等高危行业的法人和责任人
开展了“警示约谈”，面对面指出火灾
风险，签订消防安全承诺书，对6家严
重失信单位进行了联合惩戒，有力促
进了企业自律自警。

瞄准冬季火灾风险

开展全域大警示

“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严禁违规
改装电池”，画面中，燃烧的电动车冒
着滚滚黑烟，让人触目惊心……在天
津最为繁华的滨江道商业街两侧随处
可见的户外大屏正在滚动播放着消防
安全警示公益广告。在过去的一个月
中，这样的公益广告正在全市1.2万块
广告屏滚动播放着。
“119”消防宣传月期间，总队围绕

电动自行车、电气燃气等社会关注的突
出风险点，开展靶向警示宣传。举办
“万屏警示”行动，将全国和全市典型火
灾案例和事故教训制作成公益片，在
全市1.2万余处户外大屏、楼宇电视以
及公交、地铁视频端集中播放，同时
还下发至各街镇、各单位，以案说法、
以案明责、警示社会；宣传车开展“守
护生命线”活动，全时出动，深入社
区、飞地、九小单位、农村自建房连片
区等高风险区域，亮屏发声巡回宣
传，推动轨道集团在消防日当天开通
消防主题地铁专列，供市民免费乘
坐；与公交集团合作，利用公交车厢
视频开展消防宣传，全市2200余辆公
交车“秒变”宣传车，日收视量近 500
万人次；24家消防科普教育基地、127
家消防站、30家消防主题公园、市场、
车站、200 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消
防宣教点全面开放，对市民“定点警
示”；推动政府和有关部门增建消防
主题公园、市场、车站等特色化阵地
50处，并在200余个党群、社区服务中
心开设了消防教育室或宣传角，为市
民打造“1公里消防宣传圈”。

瞄准防范“小火亡人”

开展全民大科普

11月4日，“河西大姨”消防志愿服
务队启动仪式在天津市河西区举行，作
为一支由志愿红与火焰蓝相结合而打
造的消防宣传志愿服务组织，“河西大
姨”消防志愿服务队由离退休人员组
成，依托天津本地民俗语言称谓，用接

地气的口吻，邻里间的交流方式，采用
“楼门包片、邻里互助”的形式，针对“小
火亡人”火灾向居民讲解如何预防各类
家庭火灾，如何正确报火警，油锅、燃
气、电器起火如何正确扑救等消防安全
常识，引导广大居民增强消防安全意
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巡查消防隐患、
消除违法行为，清除楼道杂物、保持消
防通道畅通。

据统计，“119”消防宣传月期间，全
市发起了1200支由消防员、社区网格员、
消防志愿者、热心群众组成的“防火科普
小分队”，每天“敲门入户”，开展了“面授
消防常识、赠送安全礼包、协查火灾隐患”
的消防暖心三个一活动，实现了“千家
万户齐宣传”的目标。同时，打造覆盖
全市的消防广播网，利用3200余处农
村大喇叭、社区小喇叭每天播放消防常
识；开展“千家社区订公约”活动，推动
2300余个社区、居民区、伙楼大院制定
防火公约，张贴在小区橱窗和楼洞口等
显要位置；举办了“和蓝朋友一起学消
防”线上活动，133万网友点赞互动；开
展“消防文化输出”行动，向社会推出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消防知识购物袋、
u盘等文创产品3万余件，有效促进了
消防安全理念在社会面的传播。
“大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要

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在天津西青
区的一个高层小区，消防宣传员正在带
领大家进行消防疏散演习，“之前一直
有了解关于火灾逃生的知识，但是像这
么近距离的体验还是第一次。”刚刚参
加完疏散演习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在11月份，像这样的消防应急演
练在天津各区都在上演着。据了解，
消防宣传月期间，总队推动社会各界
围绕掌握扑救初起火灾和疏散逃生技
能开展了系列实战演练活动。其中，针
对高层楼宇和综合体火灾“人难救、火
难灭”问题，指导1400家高层建筑和综
合体的“微型消防站”开展了防灭火业
务实操实训；组织高层建筑使用者、居
民和综合体经营者开展了疏散逃生演
练740余场，覆盖干部职工1.6万人次；
推动市卫健委在卫生系统和各大医院
开展了“灭火疏散大演习”活动；联合
街镇、学校、居委会、物业等单位共同
发动宾馆、饭店、KTV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从业人员和广大在校学生，开展了
“体验生命通道”活动，200万市民、学
生“实战”了生活、工作、学习场所的疏
散通道，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能，提
升了自防自护能力。

紧扣“三大锚点” 聚焦“三大战役” 收获“三大实效”

以高水平消防安全 护高质量蓬勃发展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成效斐然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围绕今年全
国消防宣传月“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
发展”主题，紧扣高位部署、社会发动、
媒体宣传“三大锚点”，多方动员，多措
并举，多点开花，抓实抓牢关键环节、关
键部位、关键人群的靶向传播和普及宣
传，进一步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形象和全
民消防安全素质，以实际行动奏响全民
消防“主旋律”。

全领域高位部署

构建体系化消防宣传的战略格局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党委高度重
视“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召开党委会
专题研究，将其提升到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天津市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和火灾防控工
作的具体要求，全力推进消防工作社会
化的战略高度进行部署。总队全面动
员，横向拓展，上下联动，将“119”消防
宣传月活动打造为系统化、全民化、社
会化的大型精品工程。总队领导多次
带队向市政府专题汇报，广泛争取党
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推动
市政府于11月1日举办全市“119全国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市有关领导出
席，并向全市各区、行业部门及单位进
行了广泛发动和全面部署。全市各区
相继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了26场各具特色的宣传月启动仪式，
21名当地党政领导出席启动仪式，近30

万市民参与体验了丰富多彩的消防宣
传活动。开展消防安全“一把手”大培
训活动，总队级领导先后 5次登台授
课，面向全市20名区政府、管委会领导，
48名市属委办局领导以及各区720余
名行业系统、大型单位负责人进行消防
安全宣讲和培训，通过以案警示，以案
剖析，以案说法，进一步抓关键少数、抓
关键决策、抓关键责任，使消防宣传月
活动实现自上而下、以点带面、辐射全
市的良性机制和扎实成效。

全社会广聚合力

编织社会化消防宣传的全域网络

以“119”消防宣传月为契机，天津
市消防救援总队着力推动政府、行业、
单位、公众聚焦消防安全，多方协力，齐
抓共管，以宣传促防控，构建群防群治
新格局。天津市政府举办了119消防奖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消防
公益事业建设进行了总结、表彰和部
署；天津市委宣传部向媒体部署了消防
宣传报道任务；天津市各区政府集中部
署了宣传月活动并推进消防固定阵地
建设；各街镇和民政部门开展了“守护
万家平安”行动，组织网格员开展“敲门
行动”；天津市司法局将消防宣传纳入
集中普法内容系统推进；天津市教委启
动“春蕾行动”为学生配发消防教材、读
本36万册，各校培训消防讲师1100余
人；天津市人防办向社会推出了一批消

防宣传纪念品；天津市燃气集团开展了
“燃气宝宝入户送安全”活动；移动、联
通、电信等通信商向市民发送消防警示
短信1300万次；8500余家企事业单位、
人员密集场所签署了消防安全承诺书，
张贴了消防安全三提示。以倡导消防
公益事业为切入点，依托“消防公益联
盟”发动全市1200余个行业和社会团体
联手宣传共除隐患；邀请相声演员乐呵
兄弟、演员王乐君等文娱界名人，吕小
军、于根伟等著名运动员，以及鲁涛、于
学艳、宋建民等119奖先进个人作为“消
防公益宣传使者”，积极参与消防宣传
活动，通过其广泛的影响力号召社会关
注消防安全；1.5万名邮递员、快递员、
外卖骑手将近百万份带有消防提示的
包裹送进千家万户，天猫配送员入户协
查隐患；“守望平安”消防服务队、名流
茶馆消防宣传队、高校消防联盟、“河西
大姨”消防志愿队等民间消防公益宣传
队伍典型引路，传理念查隐患，携手推
进消防安全共治共享、群策群力、群防
群治的新局面。

全媒体融合发声

奏响立体化消防宣传的最强和音

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四周年活
动，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于11月7日举
办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主题新

闻发布会，通过20余家中央驻津媒体
和市级主流媒体，向社会集中发布了
队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
深入动员全社会群策群力开展好消防
宣传月活动。发动全媒体聚焦宣传主
责主业，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醉
酒男子坠桥消防员救援”“货车追尾
男子被困消防紧急救援”“男子卡头
消防紧急救援”“多练勤查守护消防
安全”等报道；在天津电视台推出了
“关注 119”专题节目，反映消防工作
动态，开展火灾预警；在《中国应急管
理报》《天津日报》《今晚报》《每日
新报》刊登了《逆火前行诠释最燃青春》
《使命在心责任在肩》等新闻16篇；在
新媒体端，推出反映消防员无私奉献
精神的“津彩119”大型线上直播，被央
视新闻等200余个平台转发，“逆行速
度”、“突然响起的警铃”等短视频曝光
量超过1亿次，登上抖音、微博热搜榜，
发布“一往无前的蓝”等海报文创 17
部，传播量达197万次，将消防好声音、
好故事不断推向社会。开展媒体警示
大曝光行动，强化社会警示。《天津日
报》2个整版、《每日新报》2个整版以
及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等
十余家网络媒体对全市100家火灾隐
患突出的单位进行集中曝光；组成
“媒体采访团”深入火灾风险突出的
单位开展了跟踪报道，通过舆论压力
倒逼责任落实和隐患整改。

紧扣“三大锚点” 同频共振谱写全民消防“主旋律”

“119”消防宣传月得到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天津市消防
救援总队通过一系列贴近群众、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高了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素
质，掀起“全民学消防”热潮，开创了
天津消防安全宣传“新局面”。

凝心聚力 增强履职尽责使命感

今年的“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是
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四周年
的大背景下举行的，具有深刻的历史
意义。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在活动
中坚持“两个至上”，通过宣传着力推
动消防安全责任制在全社会的深入落
实，全面反映全市消防工作成效，充分
展现天津消防救援队伍的良好形象，
使社会进一步理解、支持、参与消防，
有效地提振了队伍士气，增强了消防
战线履职尽责的历史使命感。

压实责任 开拓消防工作新局面

“119”消防宣传月期间，全市各
区、行业部门、单位发动力度和领导
重视程度空前，市区两级政府、40余个

委办局和系统、近万家企事业单位以
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通过历时1
个月的强力灌输，使消防工作社会化
的理念深入人心，有效推动了社会各
界从消防工作的旁观者向参与者、从
受众者向传播者、从被动受体向责任
主体的深刻转变，对切实强化消防主
体的自我警示、自我管理、自我提升，
为打好冬春火灾防控战役和各项专项
治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规模空前 营造消防宣传浓氛围

宣传月期间，全市先后设立消
防宣传站点 840 余个，设立标语横
幅、展牌 9万余幅；宣传车流动巡回
近 10 万公里，举办宣传、演练活动
1300 余场；发放“致市民一封消防
安全信”等宣传品 126 万份，覆盖千
家社区万家单位；全市 1.2 万处户
外阵地不间断开展“消防视听警
示”；426 支消防志愿小分队深入基
层，带领群众整改身边隐患 2.2 万
余处；在国家、地方主流媒体开专
版、设专题，刊发稿件 260 篇，新媒
体举办 22场消防安全直播活动，总
曝光量达 4100 万，将消防安全理念
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聚焦“三大战役”

多方联动打好宣传教育“组合拳”

收获“三大实效”

凝心聚力开创消防宣传“新格局”

2022年12月5日 星期一

7 天津消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