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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江苏省的第25个“安全
生产月”，本月的主题是“生命至上、安
全发展”。为进一步推进全市防火工作
基础建设， 提升社会单位自防自救能
力，切实发挥微型消防站的实际作用，
扬州市消防支队于6月15日召开全市
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

15日上午在仪征化工园区应急救
援培训中心， 全市微型消防站比武竞
赛正式开始。全市13个重点单位和9个
社区微型消防站， 共计66名队员参加
此次比武竞赛活动。 比武竞赛从微型
消防站工作实际出发， 设立 “原地着

装”和“一人两盘水带连接 ”两个单人
操作项目，以及 “消防栓出水打靶 ”一
个班组协同项目。

“原地着装”项目是微型消防站人
员就着装速度进行比武。 因为在平时
的灭火救援中， 灭火救援的速度和安
全最为重要， 在做到快速出击灭火战
斗的同时， 更要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工
作，保证微型消防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真正做到安全高效。比赛流程：参赛人
员听到“开始 ”的口令后 ，立刻脱下自
己的鞋靴， 双手握住灭火防护服靴子
上沿两侧，迅速穿戴靴子 、裤子 ，拉好

拉链、粘好尼龙搭扣；后单膝着地双手
配合将帽戴好，帽带贴于下颚；最后穿
上上衣，粘好尼龙搭扣；束紧并扣好安
全腰带。时间短者优胜。

“一人两盘水带连接”项目主要是
展现微型消防站人员的基本功。 水枪
和水带是灭火救援工作的关键 “武
器”，一人两盘水带连接操作是受训者
更熟练掌握灭火救援工作的 “基本
功 ”，达到快速出水控火的目的，从而
提高灭火作战整体效能。比赛流程：听
到“开始”口令后，参赛人员迅速向前，
双手持水带，甩开第一盘水带，一端连

接分水器接口， 另一端接上第二盘水
带，然后跑至甩带线甩开第二盘水带，
连接好水枪，冲出终点线。时间短者优
胜。

“消防栓出水打靶”是一项团队协
同作战的项目， 更贴近于实际灭火救
援。 该操法模拟真实火灾扑救处置流
程，两名消防员协同配合，依次完成个
人防护装备穿戴、理论知识答题、破拆
防盗门和连接消火栓出水打靶。 以此
来进一步提升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业
务理论知识和整体灭火作战效能 。比
赛流程：听到“开始”口令后，参赛人员

在起点线处先佩戴好个人防护装备 ，
跑至10米线器材放置处， 利用简易破
拆工具破拆并通过防盗门， 随后进行
答题 （2题 ），答题结束后 ，利用室外消
火栓连接水带，至射水区出水打靶，作
业至靶脱落计算成绩。时间短者优胜。

全体参赛队员经过积极备战 ，在
比赛场上你追我赶，顽强拼搏，充分展
示出全市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积极的
工作热情和良好的业务素质。下一步，
扬州市消防支队将以此次比武为契
机， 狠抓微型消防站人员整体业务素
质，落实岗位责任，使全体人员切实做

到“三知四会一联通”。三知：即知道消
防设施和器材位置； 知道疏散通道和
出口；知道建筑布局和功能 。四会 ：即
会组织疏散人员；会扑救初期火灾；会
穿戴防护装备；会操作消防器材。一联
通： 公安消防支队或大中队与微型消
防站、 微型消防站与队员保持通信联
络畅通。 通过此次微型消防站比武竞
赛， 同时也促进各单位进一步提升微
型消防站人员消防安全知识和灭火作
战效能。全面落实岗位职责，确保双人
值班， 加强日常消防设施和防火安全
巡查，实现“灭早灭小 灭初期”。

为切实做好夏季消防检查工作, 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
境， 扬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对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排查、
梳理，确定了一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现对火灾隐患予以分
批曝光，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2018年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耶鲁富川幼儿园（开发区）。位于扬

子江南路469号富川瑞园南门，建筑高度12.6米，建筑层数地
上3层，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主要火灾隐患：一层东侧儿童玩
具仓库使用可燃性泡沫夹芯板搭建；一层北侧厨房顶部使用
可燃性塑料扣板搭建；消火栓远程启泵故障；儿童活动室设
在建筑第四层。

仪征市京港宾馆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工农路14号，建筑
高度12.5米，建筑层数地上4层 ,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主要火
灾隐患：擅自连通建筑的防火间距；一层营业区域与消防控
制室和消防水泵房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西侧二、三层的封
闭楼梯间与疏散走道之间的隔墙耐火极限不符合要求；二层
部分区域（含汗蒸房等房间）吊顶采用可燃材料装修；二层冷
冻室彩钢板内填充材料为可燃物；室外疏散楼梯（南、北侧）2
米范围开窗；室内中部1-4层未设封闭楼梯间；部分区域缺少
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消防泵无
法正常工作（无法吸水）；二层局部喷头被遮挡；部分疏散走道
未装喷淋；部分喷头的间距超出规定要求；部分无窗房间未设
排烟设施；西侧封闭楼梯间未设置排烟设施；通向室外楼梯的
门未采用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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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改液”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具，很
受学生青睐，简单涂抹之后便能覆盖错
误的文字，进而达到修正的目的。然而，
这种涂改液却“暗藏”危险。上月末，贵
州有一位六岁的小男孩出于好奇竟用
打火机点燃涂改液瓶身，涂改液“嘭”的
一声爆炸了，他的脸部、颈部和手部都
被烧伤。 烧伤重症病房主任张可金表
示：“男孩儿的烧伤面积达到15%，主要
分布在面颈部和躯干， 属于特殊烧伤。
修正液含有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苯或
者是三氯乙烯，对于皮肤有一个持续的
伤害，相当于化学烧伤。”

消防部门也做了一个实验，将涂改
液放在酒精灯上烘烤，不到20秒，涂改
液立即爆裂，流下的高温液体也瞬间引
燃了下面的木材桌子。涂改液的主要成
分是三氯乙烷、甲基环己烷、环己烷三
种，涂改液中的有机物与空气混合之后
会形成混合气体，当混合气体达到一定
浓度时，遇到明火就会爆炸。一旦涂改
液起火，用水灭火无效，可用灭火器（泡
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
也可用砂土、被子等将火扑灭。

另外， 涂改液不仅具有爆炸起火
的危险， 里面所含的成分也具有相当
高的毒性。 涂改液中含有的三氯乙烷
等物质会侵害人体的神经系统， 会引
起困倦头晕 、神志不清 、食欲减退 、行
动迟缓等，不可长期大量使用。家长在
给孩子们选购文具时， 尽量少购买涂
改液，可用修正带代替。

2018年6月14日俄罗斯世界杯正式开幕 ， 世界杯期间 ，酒
吧、夜总会 、足球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人员高度聚集 ，超常运营 ，
且很多比赛均在凌晨以后， 球迷因赛事精彩存在抽烟饮酒 、情
绪激动等现象，加之夏季气温高，电气设备使用频繁，用电量剧
增，各种动态的消防隐患就会增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
死群伤 ， 扬州消防提醒广大球迷通宵看球时注意消防安全事
项，严防火灾发生。

家庭篇
一、天气炎热，球赛时间长，用电量大，使用电器时要注意散

热，尽可能远离可燃物。
二、在家中观看球赛，请勿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球赛结

束后，请及时关闭电源；不私接乱拉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不在同
一时间开启过多电器，一个插座不要安插过多插头。

三、 在使用驱蚊用品时应当注意把点燃的蚊香等放在金属
支架上，切不要靠近蚊帐、被单、衣服等可燃物品。

四、当遇电器冒烟时，应立刻切断电源，清除电器周围易燃
物品；电器如有明火，在切断电源后，应当选用干粉灭火器或者
干沙土进行扑救 ，也可用浸湿的棉被覆盖灭火 ，不能近距离用
水扑救。

娱乐场所篇
一、市民在进入酒吧、足球俱乐部等人员密集场所观看球赛

时，要提前了解所在场所内部的消防逃生通道及路线，一旦遇到
险情，迅速有序逃生。

二、外出看球之前要关好火源、燃气和电源，家中不要存放
易燃易爆或化学危险物品，带好房门钥匙；外出看球不要将不能
自理的老人、小孩等弱势人群独自留在家中，一定要有人照顾。

三、在公共场所观看球赛时，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乱扔烟头、
拥挤踩踏。

四、市民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发现身边的火灾隐患 ，请及
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电话96119。观看球赛时，如发生火灾，请及
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来源：中国消防

随着夏季到来，气温不断升高，天气
变化无常，用电用气量剧增，生产、生活
中一些细节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火灾、
酿成灾害。对此，中国消防发布夏季防火
小常识，并提醒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小心
防范，以免稍有不慎，招来火灾。

装修材料要慎选，刷漆远离火灾源
室内装修要选用难燃或不燃的材

料，电器线路的铺设要合理。刷油漆时，
应及时打开门窗 ，散发易燃气体 ，不要
在刷油漆的室内吸烟或用火。裸露的电
源线路要用绝缘胶布包好，以免漏电或
短路。

灭火器材是个宝，机动车辆不可少
炎炎夏日 ， 机动车辆长时间超负

荷 ，发动机油污严重 ，加上夏日气温升
高，天气酷热，通风设备不好等原因，自
燃事故时有发生。因此要注意车辆的正
常保养和维修， 配备专用车辆灭火器，
不要在仪表盘上放气体打火机、空气清
新剂、灭蚊剂等受热膨胀后容易爆炸引
起火灾的物品。

电器着火莫慌乱，灭火之前先断电
夏季生活用电剧增，假如遇到电视

机 、电磁炉等家用电器着火 ，切勿向电
器泼水 ，应先关掉电源 ，然后用干粉灭
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情况危急
也可用浸湿的被褥等物覆盖住电器，以

达到窒息灭火的目的。

电线铺设要安全，私拉乱接酿祸端
电气线路种类繁多、 铺设复杂，任

何人都不要随意拉接电线。如需进行线
路维修或改造，应找具有职业资格的专
业电工操作。电气管线铺设时电线均要
穿防火管保护，线头裸露处均要用绝缘
胶布包扎好，防止酿成火灾。

电源线路常检查，短路起火先拉闸
夏季高温多雨 ， 要经常对生产生

活区的电源线路 、 电源接头和开关进
行检查 ，如发现裸露 、松动或发热等情
况要及时更换或紧固 。 一旦电源线路
短路起火 ，要先拉下电闸开关断电 ，然
后再灭火。

加油加气易燃地，手机呼机要关闭
在液化气站、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场

所 ，不要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 ，因为接
通时手机信号会干扰加油机导致计量
不准，更严重的是手机信号同电控输油
设备共振感应 ，电子摩擦 ，静电打出的
火花容易引爆挥发油气气体。

塑料桶易生静电，充装汽油很危险
加油站在给汽车加油时，有的驾驶

员常多准备一个塑料桶来盛装汽油，这
样做非常危险 ，坚决禁止 。因为塑料桶
绝缘， 和汽油摩擦很容易产生静电，产

生电火花导致起火。

蚊香点火温度高，稍不注意易起火
夏日的夜晚，点蚊香驱蚊者越来越

多 。 蚊香阴燃时 ， 火点最高温度可达
700～800℃，火点周围1厘米处可达130摄
氏度高温，足可将燃点低的蚊帐、衣服、
纸张等引燃 。因此 ，人们在驱蚊时应当
注意把点燃的蚊香放在金属支架上，并
将支架置于不燃烧的盒子里，且不要靠
近蚊帐、被单、衣服等可燃物。在使用电
热蚊香器时也需谨慎 ， 要注意通电时
间 ，防止因电热器使用时间过长 ，烧毁
电热器导致火灾事故。

香水也会发威，是易燃物品
许多人喜欢在车内放上一瓶香水

来消除轿车内的异味，选择不当很容易
构成二次污染 。更严重的是 ，车内摆放
的香水在夏天容易致使爆炸。有关专家
称 ，酒精是香水的主要成分之一 ，而酒
精的特性又是易燃易蒸发。

车内开空调睡觉，也会有危险
夏天司机经常在停放的车辆中开

着空调午睡，这个时候危险或许就正在
一步步迫近 。 由于轿车门窗密封性较
好，车内、车外的空气很难进行对流，空
调还在工作 ，在密闭的车内午睡 ，发动
机发生的一氧化碳就很有可以集合在
车里，让人中毒失去知觉。

涂改液也会爆炸？
家长们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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