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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户能否配上缓降器？
昨天是消防宣传日,消防部门负责人来本报接热线，市民纷纷提建议

□记者 殷宝龙 吴永功

生活日报11月9日讯 11月9日消
防宣传日，生活日报、齐鲁晚报与济
南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有事您说
话——— 公安局长接热线，身边事为您
办”活动也突出并升级了“消防”这一
重点。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马
先宏、济南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高明
等来到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呼叫中
心，接听读者来电。

“您好，我找马总队长。”上午9点
半，马先宏总队长刚坐下不久，身
为 小 学 老 师 的 张 女 士 打 进 热 线 ，

“希望能组织消防官兵多进校园，
给孩子们普及一下消防常识”。“您
的建议很好。”马先宏总队长回复：
之前，他在广东、四川任职时，也是
与当地教育部门一起，面向中小学
生推出消防手册，让孩子们上学的

第一课就是消防课，“下一步，也希
望能和山东的教育部门合作”。

紧接着，家住领秀城的周先生来
电，建议能给社区、每个家庭配备缓
降器或消防安全应急箱。

“这需要政策支持，我们也在调
研。”马先宏总队长说，现在一个应急
箱或一部缓降器就要一两千元，家
庭、个人承担确实有些贵。如果采取
厂家让利、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共
同分担的方式，或许可以。

一同接热线的济南公安消防支
队支队长高明也没闲着，除了解答市
民问题，针对读者“一家酒店消防通
道被堵、另一家防火门大开”的举报，
高明立即安排人员赶赴现场。

接听完热线后，马先宏和高明表
示，对不能立即处理、需要和相关部
门协调的问题，将尽快协调，并给市
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着火原因查清不简单
调查结果要在火灾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出炉

11月9日，消防部门热线接听现
场，不少市民对消防的“业务问题”
很关注，其中有多位市民问：着火原
因调查，都是怎么进行的？

济南公安消防支队火灾调查科
工程师杨霖先介绍了要点：进行现场
勘验，同时要调查访问相关人员，采
集相关证据并送检；然后根据所有调
查项目，综合得出结论。调查结果，要
在知道火灾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出
炉”，如果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可以
向上级部门申请再延期一个月。

是不是着火面积越大，调查难
度越大呢？“难度大小，并不是着火
面积大小决定的。”杨霖告诉记者，
造成火灾的原因十分复杂，调查难
度取决于复杂程度。如果有人目击
起火原因并能找到相应的确凿证
据，调查的难度就会相对减小。

同时，在调查中，过火痕迹、火
情轻重、损失大小、蔓延程度等基本

情况，都要全面掌握。而在火灾原因
认定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起始着
火部位或着火点。而且，专业人士往
往是通过着火点来进一步判定着火
原因。

“在一场火灾中，着火原因存在
多个可能。”杨霖告诉记者，“但是着
火点，必须要明确，在认定书中必须
有。”通过火场内燃烧蔓延的方向及
终止线、烟熏痕迹、物品损毁情况及
方向性等现场痕迹，可以大致判断
出着火点，一般来说，着火点只有一
个，或一定范围内明显相关的几个；
如果发现无明显关系的多个着火
点，还得怀疑是否存在人为纵火的
可能。

如果一场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
的，消防部门和公安刑侦部门一同
到场，进行相应的勘查程序后，消防
部门就会移交给公安刑侦部门进行
破案。

家用蜂窝煤炉

如何防火
一位市民打来电话，称

家中使用蜂窝煤炉，而且晚
上不熄火，该如何防范火灾？

济南公安消防支队监督
管理科科长李卿表示，冬季
蜂窝煤炉的防火和防中毒问
题，确实应该重视。“首先，炉
旁不应有易燃物；其次，如果
晚上不熄火，应保持通风；第
三，家中储存的蜂窝煤应远
离炉灶和其他火源。”

同时，不少家庭冬季使
用蜂窝煤炉取暖、烧水，除了
以上防范要点，一定要安装
烟囱。安装时，煤炉和烟囱
的接口要密封，要注意室内
比室外略高，伸向窗外的部
分要加上防风帽。而且，烟
囱要定期清扫，以防烟囱堵
塞，如果遇刮风天气，还要
适当调整烟囱风向，避免逆
风将煤烟吹进屋内。而且，
买蜂窝煤时，一定不能图便
宜买劣质蜂窝煤，如果蜂窝
煤质量不过关，也会引起煤
烟中毒，要避免使用潮湿的
蜂窝煤。

家庭防火

慎用消防绳
有市民询问，家里应该

准备哪些必要的消防器材。
济南公安消防支队防火

处高级工程师吴靖说，居民
家用防火器材对第一时间自
救十分关键 。家 庭 用 灭 火
器、灭火毯、应急手电筒是
必 要 的 消 防 器 材 。部 分 消
防 企 业 在 培 训 讲 课 时 ，会
极力推销救援绳，对此，消
防 专 家 建 议 慎 重 选 择 ，如
果没有经过系统的逃生训
练 ，普 通 市 民 使 用 逃 生 救
援 绳 时 ，很 可 能 发 生 意 外
事故，人为造成损伤。“三楼
以上住户，发生火灾时最好
不要使用逃生救援绳。特别
是高层建筑，更不能使用消
防绳，而如果走消防楼梯，逃
生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9日上午，省市消防部门负责人来本报接听热线。 记者 王媛 摄

酒店有火患 快来查查吧
接到举报，消防官兵现场督促整改

“酒店消防通道被占了，存在安全
隐患！”11月9日上午，济南公安消防支
队支队长高明接到一位读者的举报电
话。高明立即调度历下消防大队，安排
人手前往位于泺源大街和历山路路口
附近的酒店检查。“如果存在安全隐
患，应该立即整改。”高明强调。

随后，历下消防大队参谋王立佳
和同事赶赴现场。在酒店走廊里，消防
官兵寻找消防隐患；在酒店四楼的消
防通道，防火门敞着，一些废旧纸箱以
及几床床单堆积，挡住了一部分通道。

“这是防火门，按照规定平时要关
着。”王立佳对酒店经理说，“还有这
些杂物，是不能放在消防通道的，
得立即清除。”酒店经理当时就安
排员工将杂物打扫了，“平时真没
太注意过这些，总觉得是小事，以后
肯定会注意的”。“下周你们要举行消

防演练，我们会来验收的。”临走时王
立佳对酒店经理说。

“这些商户的消防设施，我们平时
经常检查，太大的问题没有，就是这些
小细节不是很注意，就拿消防门来说
吧，检查时都关着，我们一走，他们为
了方便，就打开了。”王立佳告诉记者。

随后，消防官兵又去了市民反映
的位于青龙桥的另一家酒店。正对着
这家酒店大堂的一个防火门，非但没
有关闭，反而用灭火器将门挡住，“由
于防火门大多有闭门器，会自动关闭，
这家宾馆竟挪用灭火器挡门，这是非
常危险的。”王立佳告诉记者。

“小隐患，大危险，你这是宾馆，公
共场所，消防问题更应加强管理，怎能
为了方便，就将消防器材挪用了呢？而
且防火门也要关闭。”在消防员的监督
下，宾馆进行了整改。

9日，根据市民打来的举报热线，消防官兵对一酒店现场查火患。 记者 王媛 摄

九成汽车火灾源于自燃
车内不要放香水、摩丝、打火机等可燃物

“我的车起火了，要走保险，需
要出具火灾原因认定书，该怎么出
具呢？”11月9日上午，济南公安消防
支队支队长高明接到读者来电。

高明告诉这位读者，首先要看
是自燃还是车辆事故、碰撞起火，如
果是车辆事故、碰撞起火，需要交警
部门认定；如果是自燃，可以联系所
在区消防大队，勘验后出具火灾原
因认定书。

同时，由于车辆起火不同于一般
起火，所以消防部门在认定时，也需
找专门的检测机构，一并检查后，根
据实际情况，出具火灾原因认定书。

高明介绍，如果已经投保了汽
车自燃险，在汽车自燃现场，可在拨
打119时，要求对方派火灾调查员一
同到现场。同时，高明提醒广大驾驶
员，车内最好备一个车载灭火器，以
及时有效地应对自燃事故。

消防部门专家介绍，90%的汽
车火灾源于自燃，问题主要出在电
路和油路上，建议车主第一时间进
行自救。据统计，汽车着火后仅3%

会整车燃烧，从一有火苗到整车烧
毁约需8分钟，从刚开始着火到车厢
内温度上升到100℃需要6分钟，这
段时间车主可以一边等消防人员前
来救援，一边自救。

如果发现车内有异常情况，要
立即停车并熄火，车内最好配备灭
火器。灭火器放在车厢内或车后备
箱皆可。汽车火灾事故中，90%的着
火点是在发动机处，很多车主会直
接打开发动机盖，用灭火器对着火
点喷射。消防专家说，这样做可能会
发生烧伤事故。最好的办法是拿着
灭火器靠近燃烧点对着缝隙反复喷
射，然后远离车辆报警。

除了做好汽车油路保养外，车内
不要放置可燃易燃物品，如香水、摩
丝、打火机等，这些物品在高温曝晒
时可能爆炸从而引起汽车燃烧，车内
禁止吸烟，烟头乱丢可能引燃车内地
毯或坐椅，私自改装汽车可能破坏油
路，从而带来火灾隐患，停车时不要
停在杂草、纸片、树叶等可燃物旁边。

车辆霸占消防通道咋办
消防回应：一经查实将重罚

11月9日的来电中，多名市民咨
询，如果占用消防通道，该如何处
罚？同时，在热线接听活动中，咨询
和反映消防通道被占用的市民不
少，他们同时咨询：消防车道的宽度
应为多少？

消防专家进行了专业解答。《消
防法》第六章第六十条规定，如果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 )消防设
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
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
用消防设施、器材的；(三 )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的；(四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五)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
防车通行的；(六 )人员密集场所
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
援的障碍物的；(七 )对火灾隐患

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后不及
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因此，如果是单位占用消防
疏散通道、损坏消防器材，以及占
用消防车通道，一经查实，将面临
严重的经济处罚。如果是个人违
反了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
项、第五项之一，将被警告或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消防车道，自然属于消防通道。
有市民反映经十东路窑头小区附近，
消防车道位置划设了停车位，他认为
此举违法，便拨打电话反映。明湖小
区东区一名居民反映说，该小区为开
放式小区，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比较
严重，希望能现场查处。同时，他还咨
询国家规定的消防车通道标准宽度
为几米。

消防专家回复说，开放式小区车
辆挤占消防车道的情况比较多。国家
规定，消防车通道标准宽度为4米。因
此，即使在写着“消防车道”的小区道
路上，划设了车位，只要通道宽度超
过4米，就不算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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