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历来是多种疾病的高发季节，
今年春节正值天气最冷的“四九”，感
冒、流感等疾病发生几率有所增加，
部分市民也许会在春节期间有就医
的需求。作为公共场所，医院患者众
多，病患大多行动不便、疏散困难，一
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下
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近年来发生在医
院的火灾事故。

2022年 1月8日0时27分许，衡阳
市石鼓区五一路衡阳来雁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8人受
伤，过火面积约3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
失约779.5万元。根据衡阳市应急管理
局公布的《石鼓区衡阳来雁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1·8”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这场火灾的直接原因是来雁医院三楼7
号房间吊顶内电气线路故障引燃绝缘
层、木龙骨等可燃物，造成火灾。造成
火势迅速蔓延和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是屋顶使用泡沫夹芯彩钢板搭建，着火
后产生大量有毒烟气，且吊顶空间整体
贯通，加剧火势蔓延并猛烈燃烧，造成
吊顶垮塌。加之老年人、病人床上有大
量衣物和被子，滴落的燃烧物质引燃床
铺起火，且老年人、病人自主活动能力
极低，无法及时自救造成人员伤亡。

2022年 2月2日，成都市第十人民
医院突发大火，医院楼顶冒出滚滚浓
烟，火势旺盛，还有火星正从房顶往下
掉。2月3日当地应急管理局回应称，经
初步排查该起火灾是医院楼顶的杂物
间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

2021年11月6日7时许，黑龙江省
密山市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原因
是住院部外接库房施工人员焊接作业
操作不当，引燃苯板所致。所幸经四轮
详细搜查调查，住院部所有病人、陪护

家属及工作人员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
伤亡。通过网络上的现场视频画面可
以看到，当时的火势是非常猛烈的，大
火直接从底层燃烧到了顶层，期间伴随
着大量的黑色浓烟滚滚升腾而起，从远
处都清晰可见，整个火灾现场看起来格
外触目惊心，令人直冒冷汗。

通过以上几个案例，我们不难发
现，医院在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的同
时，由于人员密度大、可燃物较多，极易
引发火灾事故，那么医院应该如何加强
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管理呢？

加强日常巡查。要明确消防巡查
人员和重点巡查部位，每日组织开展防
火巡查并填写巡查记录表，对发现的问
题应当当场处理或及时上报。各部门
（科室）的消防安全员要坚持日巡查并
填写记录表。医疗机构巡查重点为用
火、用电、用油、用气等有无违章情况；
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
散指示标识、应急照明系统是否完好；
消防报警、灭火系统和其他消防设施、
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识是否完好、有
效，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关闭，防火卷帘
下是否堆放物品；消防控制室、住院区、
门（急）诊区、手术室、病理科、检验科、
实验室、高压氧舱、库房、供氧站、胶片
室、锅炉房、发电机房、配电房等重点部
位人员是否在岗履职。

规范消防控制室工作。消防值班
人员应当持有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
资格证书。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
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应当确保自
动消防设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接到
火警信号后，应当以最快方式进行确
认，确认发生火灾后应当确保联动控制
开关处于自动状态，同时拨打“119”报
警并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严禁违规行为。医疗场所严禁采
用夹芯材料燃烧性能低于A级的彩钢
板作为建筑材料。严禁擅自停用关闭
消防设备设施以及埋压圈占消火栓，严
禁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
栅栏，严禁锁闭堵塞安全出口、占用消
防通道和扑救场地。严禁违反酒精等
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使用管理规范，严
禁违规储存、使用危险品，严禁在病房
楼道等人员密集场所使用液化石油气
和天然气，严禁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在
非吸烟区吸烟。严禁私拉乱接电气线
路、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非医疗需要
的电炉、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严禁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在室内和楼道内
存放、充电。

强化培训演练。要加强对全体员
工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每半年至
少开展1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要对
新职工和转岗职工进行岗前消防知识
培训，对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及时开展
消防安全提示。要做好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培训演练等工作，受训率必须达
到 100%，做到人人掌握消防常识，会
查找火灾隐患、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
织人员疏散逃生、会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掌握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
和逃生自救技能。结合老、弱、病、残、
孕、幼的认知和行动特点，制定针对性
强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明确每班
次、各岗位人员及其报警、疏散和扑救
初起火灾的职责，并每半年至少演练1
次。配备相应的轮椅、担架等疏散工
具，对无自理能力和行动不便的患者
逐一明确疏散救护人员。医院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应当根据需要设立微型消
防站，配备必要的人员和消防器材，并
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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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场活动还是美陈展览无不吸引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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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
度集中等特点，这些场所也成为了火
灾的高风险区域，仅在2022年全国就
发生了多起商场火灾事故。

2022年6月13日，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鄂尔多斯购物中心发生一起火
灾，起火处为一楼底商一手机店。在
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消防员进入商
场实施内攻、消灭残火时，先后发现
两名人员，经120急救送医抢救无效
死亡，死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窒息死
亡，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1800 平方
米 ，经 统 计 ，直 接 财 产 损 失 为
24305484元，起火原因为短路引燃周
围阻燃胶合板、电气线路等。

2022年10月29日10时12分，江
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2号金盛
百货商场发生火灾，现场冒起浓浓黑
烟。南京消防指挥中心立即调集消
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第一时
间疏散全部人员。由于着火建筑体
量大、火场荷载大、内部结构复杂，现
场火势较大，救援时间持续十余小
时，最终在次日凌晨将现场明火扑
灭。此次发生火灾的是金盛百货中
央门店，金盛集团官网显示，该店主
楼5层，拥有独立铺位近千个，涵盖
了30个门类、5万余种商品。有商户
称，为“双十一”备货70多万元，最后
都通通“打水漂”了。

2022年 11月 20日，山西怀仁市
海宁皮革商城发生一起火灾事故，现
场浓烟滚滚，外墙起火区域燃烧物不
断掉落。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到现场，最终成功将火扑灭。
据怀仁市政府办回应称现场无人员
伤亡。公开资料显示，怀仁海宁皮革
城投资16亿，已开业10余年，是集皮
革服装、裘皮服装等的商贸综合体。

通过这几起火灾事故，我们不难
发现起火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一些细
小的疏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
果。那么商场、购物中心等人员密
集场所春节期间该注意哪些消防安
全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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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些问题，商场、购物中心
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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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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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单位

应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管理、日常巡
查、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制度，确定消
防安全管理责任人、管理人，落实逐
级岗位责任制，建立完善火灾风险分
级管控机制，强化消防安全自主管
理。仓库严禁使用明火照明、采暖或
带入火种，电气线路敷设要规范，严
禁使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且要
与储存货物保持安全距离。仓库与
其他场所之间要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严禁货柜、储存的物品遮挡消防设
施。电影院放映机房要定期对放映
设备、电气线路进行安全检测，营业
结束时要安排专人进行防火巡查，切
断非必要电源，清除火种。要在售票
厅醒目位置设置楼层平面疏散示意
图，每个影厅门口设置平面疏散示意
图。单位施工现场要落实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设置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施工部位与其他部位之间要采取防
火分隔措施，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
等动火作业前，要对周边可燃物进行
清理。

时刻保证疏散通道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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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口以及疏散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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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开展消防培训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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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消防站应按照“1 分钟邻近人
员先期处置、3 分钟在岗班次到场
扑救、5分钟增援力量协同作战”的
要求，制定灭火应急救援和疏散预
案，定期开展培训授课、训练演练，
提升微型消防站人员的快速反应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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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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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
清扫房屋，准备以整洁崭新的面貌
迎接新春。除了房屋要打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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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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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就危险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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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不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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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的杂物如果遇
到未熄灭的烟头、电线短路的火花等，
很容易引发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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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影响排烟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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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里的电器和线路进行一次彻
底检查，很有必要。导致起火的原因
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器起火。特别
是电暖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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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安全。

电动车停放莫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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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丢失，
便将车存放在楼道里，殊不知这样做很
可能会害了自己。近年来，电动车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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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之而来的电动车充电、存放
等安全问题也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
大消防安全难题，全国由于电动车引
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电动车火
灾已成为居住场所较大以上火灾的
“元凶”。日常生活中，电动车要存放
在指定的场所，不能停放在楼道、疏
散通道等公共场所，更不能在居住场
所为电动车充电；在充电时要选择匹
配的合格充电器，严禁超时充电；严
禁擅自改装电动车，避免发生电线短
路等危险。

平安欢喜过大年 消防安全记心间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发布春节消防安全预警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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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期间也是火灾事故多发的时间节点。据统计，近五年我国平均每年冬季发生火灾20.4万起，占全年的57.2%。通过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冬季的火灾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季节，所以我们在享受团圆幸福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醒自己和家人注意消防

安全。那么春节期间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火灾发生，各单位又要如何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管理呢？

春节商场要“购”安全医院防火“处方”要收好

“扫除”火患 防患于“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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