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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消防进市政府开展安全培训
滨州9月22日讯 为认真

贯彻落实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推动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提高政府职能部门消防安全
意识和抵御火灾的能力，9月16
日下午，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为
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消防法律法
规及安全知识培训。

授课中，支队宣讲员通过演
示课件、播放火灾案例警示片，

列举了大量丰富翔实、触目惊心
的典型火灾案例，重点从火灾基
本常识，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承
担的相关法律责任，政府及行业
部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
实、组织制度建设，消防安全“四
个能力”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
和解读。同时对如何正确拨打
火灾报警电话、火场自救知识和
应急逃生常识进行科普，并对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作了讲解。
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参

训人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火
灾逃生自救能力，提高了市政府
机关整体抵御火灾水平，为维护
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打下
基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萍 通讯员 赵越
王瑞超 王一凡

无棣消防检查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滨州9月22日讯 为切实

提高危险化学品企业抵御火灾
能力，吸取化工企业火灾事故教
训，强化落实各项防火措施，严
防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
无棣县消防救援大队全面开展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这期间，大队消防监督检查
人员以“检查+服务”的方式，检
查督导各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等工作落
实情况；实地查看了防火间距、
防火堤、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
等是否符合要求；消防水泵房、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
统，消防水炮、消防竖管、泡沫灭
火系统等完好有效情况；危险化
学品储罐区、库房消防设施是否
完好有效，灭后药剂储备是否充
足，值班操作人员是否熟练使用
等情况。现场测试了消火栓、消

防给水系统、冷却系统运行情
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大
队检查人员进行了现场指导，并
要求单位负责人加强对工作人
员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定期组
织员工进行消防演练，全面提高
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初
期火灾的扑救能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萍 通讯员 刘吉余
袁宇飞 王延利

北海消防排查人员密集场所隐患
滨州9月22日讯 为进一

步加强辖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
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遏制消防
安全事故的发生，深入推进消防
安全大检查工作，9月19日，北
海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辖区派出所深入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消除
火灾隐患。

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人员

重点对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
度是否落实，“消防安全检查日”
机制落实情况，场所的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消防器材设施和
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值班制
度是否落实，值班人员是否持证
上岗等情况进行了仔细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责
任人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对排查
出的火灾隐患要随时跟进，及时

上报整改进度。大队监督检查
人员叮嘱单位要加大重点部位
的巡控和监管力度，加强培训切
实提高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掌
握“四个能力”，坚决防止火灾事
故的发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萍 通讯员 李国杰
李昱 王瑞超

邹平消防提升单位防火水平

滨州9月22日讯 为全
面落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进一步提高全民消防
安全意识，邹平市消防救援大
队采取“三个不间断”措施，不
断提升社会单位火灾防控水
平，筑牢辖区火灾防控安全
屏障。

克服“松懈”思想，调度拉
动不间断。通过“一呼百应”
对重点单位进行调度拉动，并
按照调度要求及时将值守照
片上传至“一呼百应”微信群，
检验微型消防站集结响应时
间、通信联络、器材装备携行、
人员清点情况。结合单位实
际进行拉动演练，并将在演练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解决，
以提升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
的实战能力，实现“灭早、灭
小、灭初期”的工作目标。

消除“疲软”现象，技能轮
训不间断。定期组织微型消
防站人员进行业务技能轮训，
讲解火灾的基本知识、防火常
识、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火

场中的自救逃生等消防知识
和注意事项，重点对水带连
接、灭火器使用、灭火战斗服
的穿戴等科目操作程序逐一
进行培训，要求参训人员以严
格的标准要求自己，认真对待
培训，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理论
和灭火救援能力，有效加强微
型消防站实战处置能力。

杜绝“盲区”问题，培训演
练不间断。采取理论培训与
实践演练相结合的方法，社会
单位自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强调日常工作中应注意的消
防安全检查细节以及单位员
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等，并
按照单位应急疏散预案开展
实战演练，模拟初期火灭现
场，让员工从理论转化到实
践，熟练操作灭火器、消火栓
等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疏散
逃生等基本业务技能，达到提
升单位防御火灾能力的目的。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赵
越 韩金华 刘冬

滨城消防进校园演练灭火

滨州9月22日讯 为进
一步加强辖区院校学生消防
安全教育，切实提高广大师生
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
能力，9月16日，滨城区消防
救援大队走进辖区学校开展
演练。

大队参演人员针对当前
火灾特点和人员密集场所灭
火救援实际，对学校的疏散通
道、消防设施、消防水源、周边
建筑、内部建筑结构等情况进
行了熟悉，并针对安全通道、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水源进行
检查、测试。随后，指挥员根
据单位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
的部位为演练场景，并将现场

人员分为救援组、灭火组、掩
护组、供水组、安全员等。在
演练过程中，各人员按照各自
的分工，灵活运用战术，圆满
完成了此次实地演练训练。
最后，指挥员对此次熟悉演练
工作进行了总结讲评。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增
强了大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提升了学校师生自防
自救和面对处置突发事件的
能力和水平，切实降低学校安
全事故发生概率。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刘
莹 张壮 王一凡

滨州9月22日讯 为进
一步做好餐饮场所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提高场所人员的火
灾防控能力，保证辖区群众安
全的就餐生活环境，9月16
日，沾化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
餐饮场所开展细致检查，全力
消除火灾隐患。

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检
查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餐厅
的厨房、仓库、疏散通道等重
点部位。着重检查了厨房消
防设施器材配置是否齐全，电
器线路敷设是否符合防火规
定，燃气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规
范，灶台、烟囱、排油烟管道油
垢是否清理及时，仓库是否违
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疏散通
道是否存在堵塞等情况。针
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能立

即整改的，当场进行指导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责令其
限期改正，保证坚决不留死
角，杜绝火灾隐患。同时，大
队监督检查人员提醒餐饮场
所负责人闭店前要仔细检查
用电、用火、用气设备，保持疏
散通道畅通，积极组织店员开
展“四个能力”培训及疏散演
练，做到所有员工都能在发生
突发事件时，及时组织顾客疏
散逃生和扑救初起火灾。

下一步，大队将把监督检
查与消防宣传同步进行，筑牢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屏障，确保
消费者安全消费，保障辖区消
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李
建 赵震 付殊璐

沾化消防排查餐饮场所隐患

高新消防检查油气储存企业
滨州9月22日讯 为认真

贯彻落实省安委会《关于加强
油气储存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深刻汲取国内外事故
教训，督促有关企业严格落实
责任，举一反三强化风险管控
和隐患治理，坚决防范和遏制
类似事故发生，确保辖区火灾
形势安全稳定，9月19日，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开展油气储存企业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中，检查人员严格按
照消防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章
制度的要求，重点检查了油气
储存企业是否按照规范要求，
在油气储存场所配齐配足相应
的防火、灭火安全设施、设备；
是否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设置防火标志，落实防火巡查
等消防安全防范措施；消防安
全管理制度是否制定健全，值
班、巡查等制度是否落实；消防
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好用等内
容。同时，检查组还要求各单
位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好消防职
责，切实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全

力做好火灾防范措施，加强对
员工的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员
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坚决预防
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
大队将继续加大对油气储存企
业的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服务

指导，督促各油气储存企业切
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确
保油气储存场所的消防安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萍 通讯员 杨广涛
王东 万倩倩

油气储存企业员工检查消火栓是否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