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统领抓落实
行业共管稳推进

海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工作，多次
召开政府专题会议及消安委全体会议研究部
署消防工作，亲临一线办公，督导各县（区）消
防安保工作以及火灾隐患整改。2017 年海东
市人民政府与 6个县（区）政府、22个行业部门
层层签订责任书；市、县（区）两级政府分别组
织召开《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宣贯会，进
一步明确党委政府和部门消防安全责任；每季
度开展消防安全形势研判，评估火灾风险、剖
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对策，先后召开6次专题
会议和两次约谈会议安排部署消防工作和社
会单位隐患整改具体事宜，全市 6 县（区）政府
共筹措专项资金 1000 余万元用于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市、县（区）政府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和领导班子、领
导干部目标责任（绩效）考核体系，并严格奖惩
兑现，考核结果提供给人事部门，纳入领导干
部和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内容；海东市政府将消
防安全纳入安全生产督导重要内容，开展消防
安全专项督导，在重大节日和重要节点，海东

市委书记鸟成云、市长王令虎、副市长蔡洪锐、
熊嘉泓等党政主要领导多次亲自带队检查社
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组织相关部门赴各县
（区）调研督导消防工作。各级消安委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会商研判火灾形势、部署阶段任
务，用好用强“研判会商、联合执法、挂牌督办、
集中约谈、媒体曝光、行业抄告、技术帮扶、失
信惩戒”八项措施，发挥部门合力，统筹协调解
决消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各级行业部门严格履行消防责任，落实消
防安全“六个一”措施，加强行业系统消防监
管，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将消防安全纳
入综合业务工作统筹安排，定期对下属行业系
统及所属单位开展专项督查。在夏季消防检
查、冬春火灾防控等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中，根据行业、系统单位分布特点，逐级建立排
查工作计划，自上而下组织开展行业单位自查
整改，对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函告相关
部门联合查处。海东市住建、公安等部门联合
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对 798 栋高
层建筑逐栋排查，登记造册，明确消防安全经
理人 96 名，楼长 307 名，并在平安区东方明珠
小区召开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现场会；海东
市民宗、公安、统战等部门排查宗教活动场所
1031 家，建立僧侣义务消防队 92 支，对各殿堂

进行重点包干，专人负责；海东市住建、市场监
管、电力等部门联合开展电气消防安全治理，
将电气改造纳入城镇棚户区和农牧民危旧房
改造。共投资约2.67亿元，改造线路1214.7千
米，更换智能电表 2.5 万只，改造配电变压器
320 台，涉及改造低压用电户 5.232 万户；海东
市公安、民政等部门联合开展社会福利机构消
防安全检查，投资 900 余万元对全市福利机构
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为养老院、福利
院、幼儿园、老旧居民小区等增加独立感烟探
测器 1040 个。同时，市、县（区）将消防安全纳
入基层综治服务平台，建立三级网格管理体
系，借力精准扶贫工作，招募 1500 名基层群众
充实网格巡查员队伍；积极整合消防安全管理
资源，92家县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寺院、336家
重点单位、36 个社区全部建成微型消防站，建
立 50 个区域联防组织，落实车辆装备、人员配
备，开展业务技能训练和比武竞赛，并与消防
部门建立联动调度机制。94 个乡镇、36 个社
区、86 个派出所调派网格员、民警、微型消防站
队员等基层力量对辖区群租房、“九小”场所、
沿街铺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消除火灾隐患。

综合治理抓源头
牢固基础求成效

根据国务院、公安部统一部署，海东市扎

实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夏季消防检查和高层
建筑、建筑工地等专项治理。尤其冬防工作
开展以来，海东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宣传贯彻《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全
面强化政府领导责任、行业主管责任、乡镇
直接责任、单位主体责任，紧盯人员密集、易
燃易爆、文物建筑、三合一、群租房、老旧住
宅、特色村寨等七类场所，将电气火灾治理、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等贯穿其中，全力推
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2017 年消
防部门共检查单位 15473 家，发现隐患或违
法行为 28183 处，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28074 处，临时查封 102 家，责令“三停”40
家，行政拘留 24 人，罚款 209.3 万元。同时，
海东消防认真吸取“2·5”天台、“2·25”南昌、

“9·25”玉环等火灾事故教训，立足海东实
际，部署开展足浴汗蒸、三合一、群租房、电
动车、城乡结合部、宗教寺院等 6 类场所集中
整治行动，尤其针对藏传寺院及道观木质建
筑多、火灾隐患大的特点，要求民宗、统战、
公安等部门依据寺院规模及文保等级，编制
消防设计规划，增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
防水池、消火栓等消防设施、设备。目前丹
斗寺、夏琼寺、佑宁寺、却藏寺已编制消防设
计方案；瞿昙寺建成 1 座 2000 立方米的高位
消防水池、两座消防水鹤、18 座室外消火栓、
1 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45 件救援装备；夏宗
寺、佑宁寺、却藏寺正在进行消防水源和室
外消火栓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火灾防控，海东消防多方
联动，形成了“立体化”的消防宣传态势，在
省市级媒体开设 7 个消防专栏，曝光各类火
灾隐患 389 条次，印制专项行动通告、社区安
全提示、“一懂三会”海报 9.3 万份；发展宣传
大使 43 名，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40 余次，

创建消防安全社区 33 个，社区创建达标率
92%；相继开展“消防真人模仿秀”“消防原创
手工艺品展”“社区大使评选”“校园消防绘
画评选”“消防示范课评选”等活动，隆重举
行消防宣传嘉年华暨“119”消防宣传月启动
仪式，2000 余家美团商家参与“119”宣传，推
选消防代言人 524 人，民间艺人俞兰被公安
部消防局推选为全国消防宣传大使；广泛收
集消防代言人制作的与消防有关的刺绣、剪
纸等手工艺品，进行集中展示；举办单位消
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消控室操作员等 6 类
人员培训班 12 期，受教群众两万余人次；结
合学生军训，对全市学校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印制消防安全教育读本 10 万册，90%
的中小学校实现“有教材，有课程，有师资”。

实战演练强技能
多元发展稳提升

针对全市“四多”的特点，即隧道多、油
库多、寺庙多、加油站多，海东消防支队常年
开展装备效能测试，围绕“一高、一大、一低、
一化工”组织开展“大熟悉、大演练”和实力、
装备、水源“一口清”活动；同时全面调研全
市公路隧道分布和基本情况，进一步提升了
全市灭火救援综合能力。全年修订完善各
类灾害类型预案 20 份，重点单位预案 300 余
份，先后举行了高层建筑、石油化工、地下建
筑等市级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10 余次。同时，
海东市政府还印发《海东市灭火与重大灾害
事故应急救援社会联动工作机制的通知》并
召开联席会议，将企事业专职队、重点单位
微型消防站纳入消防接处警调度指挥平台，
实现一键式调度。针对高层建筑、地下建
筑、公路交通事故等类型灾害，依托消防部
队组建 18 支灭火救援攻坚组，1 支高空（户
外）救援队、1 支地震轻型救援队（1 支搜救犬
分队），确保灭火救援更专业高效。

立足当前布好局
因地制宜抓落实

在经济总量小、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
下，市、县（区）两级政府将消防公共服务事
项纳入政府民生工程，依据消防发展“十三
五”规划全额落实消防部队业务经费、装备
经费、专项经费保障，大力支持消防队站、公
共 消 防 设 施 建 设 ，全 年 共 落 实 消 防 经 费
3211.08 万元，占比 2017 年全市财政收入的
1.91%，同比去年增长 30.68%。新配城市主
战消防车 4 辆、24 吨水罐泡沫车 1 辆、22 类个
人防护及灭火类器材 2118 件（套），购置 32
米云梯消防车和化学事故抢险救援消防车
等高精尖装备。积极推进互助县消防站改
建项目建设，落实土地 1.4 公顷，已完成主体
施工。完成消防支队培训基地训练场地、搜
救 犬 犬 舍 修 建 和 化 隆 大 队 体 训 馆 主 体 建
设。同时，各地、各部门坚持“科学规划、因
地制宜、配套建设”的原则，将公共消防基础
设施建设与城镇建设统筹推进，海东市城乡
规划建设局协同消防部门编制了海东市核
心区、4 个县城、19 个重点镇、7 个普通镇消
防专项规划（专篇）；海东市政府责成规划建
设、水务、消防部门制定年度市政消火栓建
设计划，下发各县（区）组织实施并对全市消
火栓建设、维护保养情况进行普查。2017
年，全市新建市政消火栓 160 座，建有率、完
好率分别达到 107%和 98%。

用橙色书写担当
——海东市消防支队工作综述

■ 文/图 任硕

近年来，在海东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海东市公安消防支队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
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扎实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积极推进公共消
防基础设施建设，全市消防工作呈现出稳中有进、整体提升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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