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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动第 28 个 119 消防宣传日
活动开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消防
支队紧紧围绕“全民参与，防治火灾”的
活动主题，提前部署、精心组织、严密谋
划，积极发动社会各方力量，通过开展系
列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营造出全社会共
同关注消防、支持消防、参与消防的良好
氛围。

“多维度”宣讲，全面掀起活动热潮。
为全力做好此次 119 消防宣传活动，海西
消防支队以提高全民消防安全常识为目
的，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
原则，通过开展全省消防安全知识网络竞
赛活动、“平安融入品牌”行动、“消防安全
万里行”活动、“快递公益使者”行动、消防
宣传“八进”等活动将消防安全宣传融入
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
果。同时，动员协调行业、部门，组织各地
结合大型商业综合体、文物建筑博物馆专
项治理工作，通过设置消防宣传栏、张贴

消防贴画、悬挂横幅标语等措施，营造全
社会关注、学习消防的浓厚氛围，大力提
升消防安全常识知晓率。

活动期间各地精心策划 119大型广场
宣传活动，组织消防官兵深入各地广场、
人员密集场所、公共聚集场所等地设置消
防安全宣传点，现场摆放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资料，并以火灾案例为实例，向群众
讲解液化气、电气、炉火的正确使用方法，
指导群众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多频次”培训，提升公民参与力度。
活动期间海西消防与当地相关部门深入
企业、社区、农村、家庭等，开展消防培训、
组织疏散逃生演练、指导查改火灾隐患。
同时，紧紧围绕“党政领导、行业部门、村
（居）‘两委’负责人、网格员和消防安全经
理人以及消控室值班操作人员、微型消防
站站长”等 7 类人群，开展全员参加的消
防安全培训和演练。

海西消防支队通过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组织开展了万人参观消防
科普教育基地活动，各地依托消防科普教
育基地及“红门影院”，分批次邀请党政领
导、单位法人、干部职工、学生、居民等，走
进消防队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向群众
讲解了生活中如何安全用电、用火，自救
逃生的基本常识，以及家庭中火灾预防、
灭火逃生自救疏散方面的常识，进一步提
升参与者的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火
灾扑救能力。

“多元化”助力，实现全面覆盖普及。
海西州各级社区、农村、家庭、学校、重点
单位代表及快递小哥、电力抄表员、全民
宣传代言人、网格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
计千余人参与了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消
防宣传活动中，充分发挥社区消防宣传
员、网格员及志愿者走街串巷，深入乡镇、
街道、社区、商场市场等地进行消防宣传，
并向广大群众讲授了家庭防火常识、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等，主动帮助前来咨询的群

众进行答疑解难，扩大了社会宣传效果，
营造了浓重的活动氛围。

“多媒体”同步，全力营造浓厚氛围。
利用报刊、电视媒体及网络媒体覆盖面
广、传播快等优势，携手西海都市报等媒
体跟踪报道活动情况，大力宣传防灾救灾
和火灾自救逃生知识。同时，通过微博、
微信和手机短信等互联网新媒介发布消
防安全知识，为广大群众搭建学习消防安
全常识、了解消防工作动态、关注典型火
灾隐患的一个平台。

活动期间，海西州大型广场、商场市
场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安装的 LED 电子屏
和楼宇电视在活动当日滚动播放防火、灭
火常识、火灾隐患整改为内容的消防安全
知识短片、消防公益广告等，提醒人们遵
守消防法规，珍爱生命安全，有效吸引广
大人民群众的眼球，为 119 消防宣传月活
动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通讯员 王瑞涛）

为进一步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消防支队立足实际，
多方位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动，营造
出浓厚的宣传氛围。

海西消防支队以社区家庭宣传为重
点在社区和居民主要活动场所设置消防
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帮助群众了解防

火、灭火和应急逃生等常识，提高广大居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参与消防活动的积
极性。支队通过辖区 LED 户外显示屏开
展消防宣传，发布消防安全提示信息，使
辖区居民在上班、购物、休闲的同时感受
到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时刻提醒人们关
注消防安全，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同时，海西消防支队以加强重点单位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为切入点，组织
开展重点单位消防安全工作培训，加强对
各重点单位员工的消防知识、火场疏散及
逃生技能的培训，同时制定并完善各单位
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督促并指导各单位定
期开展消防演练，全面提高辖区单位的消

防安全意识。并针对校园师生人数多、人
员密度大等特点，深入各个校园为在校师
生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开展消防安全演
练，使广大师生在实际演练中深刻领会消
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懂得火灾的危险
性，掌握基本的自救技能。

（通讯员 王瑞涛）

海西州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精彩纷呈瀚海消防

海西消防支队多方位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瀚海消防

新华社洛杉矶11月8日电 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警方 8日凌晨
说，7 日晚发生在该县的枪击事件已造
成包括枪手和一名警官在内至少 13 人
死亡，另有至少 10人受伤。

文图拉县警方官员说，当地时间 7
日晚 11 时 20 分左右，一名枪手进入该
县绍森欧克斯市的一家酒吧，投掷烟幕
弹并向人群开枪射击。大批警员迅速
赶到现场并与嫌犯交火，一名有 29年警
龄的警员罗恩·黑卢斯身中数枪不治身
亡。

该名枪手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死
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动机等
信息。

有目击者表示，事发时酒吧内有数
百人，很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枪手开
枪后，很多人仓皇逃出，还有人躲在洗
手间等地方。

从酒吧中逃出的亲历者玛迪逊·卡
明斯告诉新华社记者，她当时正和几个
朋友在酒吧里，枪手留着胡子，黑色短
发，身穿黑衣，手持一把黑色手枪开始
射击。“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有人开
玩笑，因为音乐并没有停下来。但是我
随后发现他真在开枪射击，我们完全崩
溃了，慌忙俯身躲避。”

卡明斯说：“当枪手继续移动，从我
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急忙站起来从
门口冲了出来。我的室友跟着我一起
逃了出来。”

绍森欧克斯市位于洛杉矶市区以
西约 65公里。

美国加州一酒吧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13人死亡 10人受伤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 7日说，俄方看不到俄罗斯与美
国近期改善关系的前景。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6 日举行，初步计
票结果显示，民主党时隔 8年重新占据国
会众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则守住参议院
多数席位。佩斯科夫在这一初步结果揭
晓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告诉媒体记者，俄方
现在看不到俄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好前
景”。

“不过，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致力于对
话，不想对话，我们只是面临许多问题，”
佩斯科夫说，“不对话，这些问题就不会解
决。”

佩斯科夫力图淡化外界对中期选举
可能令俄美关系更为复杂的担忧，称俄美
关系已经非常复杂。他同时重申，俄罗斯
从来没有介入美国选举。

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
家安全局去年 1 月发布报告，指认俄罗

斯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政
府 因 而 制 裁 俄 罗 斯 多 个 实 体 和 个 人 。
俄方否认上述说法，认为美方没有真凭
实 据 ，真 实 目 的 是 转 移 国 内 舆 论 注 意
力。

另一方面，就美国国务院 6 日宣布追
加对俄制裁的意向，佩斯科夫说，俄方对
美方制裁有着一贯的看法，即“非法”，俄
方会采取相应应对措施。

（据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暂不看好俄美关系改善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 7 日辞
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命塞申斯的办
公室主任马修·惠特克为代理司法部长。

多家媒体报道，塞申斯去职、惠特克
上位，关联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就特
朗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
调查。塞申斯先前“避嫌”，惹恼特朗普。
惠特克曾公开建议限定“通俄”调查范围，
获得特朗普青睐。

【老臣下岗不意外】
塞申斯的一页纸辞职书没有提及特

朗普姓名，只提及他在出任部长期间尽职
尽责，辞职是“应总统要求”。

美联社解读，国会中期选举结束，民
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白宫和内阁出现人
事变动在意料之中。只不过，塞申斯第一
个走人。

塞申斯与特朗普曾经“铁得很”。他
是最早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籍联
邦参议员，为他充当顾问。特朗普当选后
第一个“提拔”的就是塞申斯。只是，塞申
斯去年 3月为避嫌，不介入“通俄”调查，而
米勒主持的调查让特朗普处境被动。特朗
普公开表达对塞申斯“撂挑子”的不满，称
后悔当初提名塞申斯当司法部长。

一些媒体记者上周末看到塞申斯带着
孙辈孩子参观白宫，似乎显示已经意识到该
走人了。塞申斯当时拒绝回答记者提问。

【新手上位因站队】
特朗普 7 日在社交媒体证实惠特克

出任代理司法部长，说后续将提名司法部
长的正式接任人选。

惠特克现年 48 岁，曾任艾奥瓦州南
区联邦检察官，2017 年成为塞申斯的幕
僚长。他先前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
两次竞选公职失败。

美联社报道，司法部长或代理司法部
长的人选往往长期担任政府律师，或者是
比惠特克经验更丰富的高层政界人士。

惠特克多次就“通俄”调查替特朗普
说话。他去年 9 月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网站专栏发表文章，提醒罗森斯坦应限
定米勒调查的范围，如若不然，“那场调查
就将演变为政治化的‘钓鱼’探险”。

惠特克去年 7 月加入司法部以前接
受这家媒体采访，提议缩减米勒特检组的
预算；费用一旦不足，米勒主持的调查“几
乎就会停滞”。

【监督调查避嫌否】
一些特朗普的批评者说，一旦出任代

理司法部长，惠特克可能不会、甚至不愿
阻止白宫干预“通俄”调查。参议院民主

党领袖查克·舒默和有望出任众议院议长
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等民主
党国会领袖敦促惠特克不要介入调查。

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斯特尼·霍
耶说，国会必须采取跨党派行动，以确保
米勒调查不受影响。

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以往倡
导给特检组缩减经费、限定范围的言论，
惠特克先生应该在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期
间不监督这项调查。”

就惠特克是否会接管司法部副部长
罗森斯坦对“通俄”调查的监督，司法部发
言人萨拉·弗洛雷斯没有直接作答，只是
说，惠特克会负责司法部权限范围内的所
有事务。美国媒体先前推测，特朗普将在
中期选举后一并解除罗森斯坦的职务。
美联社报道，他将继续担任副部长。

特朗普 7 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总
结”中期选举时说，他不打算叫停“通俄”
调查。 （据新华社特稿）

美司法部长换人
通俄调查或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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