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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多起亡人火灾发生原因何在？
罪魁祸首竟是“小电电”

据统计，我省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目前有近 2000 万辆，仅郑州市就有 300
万辆。去年，我省因电动自行车着火使
人丧生的案例有多起。如郑州市金水区
西关虎屯一单元楼火灾、信阳市商城县
关庙镇状元街一居民楼火灾、郑州市二
七区侯寨乡曹洼村一村民自建房火灾
等，仅这三起火灾就夺去了 25 条人命。
去年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电动自行车引
发的火灾事故已有 402起，占全省火灾总
数的 56.2%。

记者从省消防总队了解到，从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全省共发生电动
自行车火灾 1410 起，造成 44 人死亡、45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1394.3 万元。连
续多发的电动自行车火灾让很多居民视
电动自行车为一颗“定时炸弹”，危及人
民的生活安全。

省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高级工程师
张万民介绍，这些火灾主要发生在老旧
小区，起火原因大都是私拉、乱接电线给
电动自行车充电，加之电动自行车存在
电气线路短路、电瓶故障或电瓶“小改
大”等问题，本身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此
外，火灾都发生在楼梯间、门厅等公共领
域。“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这些区域，只要
起火，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就会死人，这
已经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惨痛教训。”
张万民说。

还有哪些问题导致火灾形势严峻？
四大根本原因是祸根

以上这些火灾数字暴露出我省消防
安全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呢？1 月 12
日，在省防火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副
省长许甘露进行了简要介绍。

许甘露指出，2015 年，我省连续发生
多起较大以上的火灾事故，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产生了不良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超 2 万家、大
型商业综合体 152 个、列入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的大型商场市场 4860 家、公共娱
乐场所 6769 家，这些场所建筑功能复
杂、人员众多、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量
大面广，致灾因素多、火灾风险高。有
一些隐患久拖不改。全省各级政府挂
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还有 105 处没

我省多管齐下抓防火

消防安全形势缘何依然严峻
□记者 王园园/文 宁晓波/图

阅读提示
1月13日，记者从省消防总队获悉，2015年，我省连续发生了平顶山鲁山

县“5·25”、郑州市“6·25”重特大火灾事故，但在全省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下半年实现了火灾形势的逐步好转。2015年下半年，全省发生火灾8358
起，虽然全省火灾形势比起2014年同期有所好转，但依然令人忧虑。“我省消
防安全形势还十分严峻，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认
真加以解决。”1月12日，副省长许甘露在省防火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

破解思路：突出问题导向，逐个解决问题，逐步改善全省消防安全环境

有整改销案。
据了解，全省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缺口大，

基层基础薄弱。执勤消防站缺建率 45.9%，市
政消火栓缺建率32.7%，消防力量严重不足，现
役消防警力仅为全省人口的万分之零点六七，
远远低于全国万分之一点二五的平均水平。

许甘露说，一些地方消防安全属地责
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单位主体责任不落
实。180 个产业集聚区中，近 50%未同步建
设消防站；长垣县“12·15”火灾、鲁山县“6·
25”火灾都暴露出行业部门违规行政许可、
日常监管不严等问题。职能部门之间信息
交流和联合执法机制不够健全，对消防违
法违规行为的联合查处还不够彻底，存在
失控漏管情况。

还有，消防宣传教育活动不深入，针对
性不强，不少群众没有消防安全意识，违规
用火用电现象比较普遍，而且缺乏基本的
火场逃生和自救技能，一旦发生火灾，极易
造成人员伤亡。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我省消防安全
形势还十分严峻，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许甘露说。

这些突出问题该如何解决？
补短板 抓重点 改善消防安全环境

按照“木桶理论”，只有补齐了最短那块
板，“水平”才能提高。许甘露介绍说，这对
消防工作同样适用。要保持火灾形势稳定，
必须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
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攻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解决，逐步改善全
省消防安全环境。
A 建15828个停车棚
依法处罚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物业

前段时间，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多
发、频发的问题，全省公安机关和消防部
门集中开展了大排查、大整治，对全省
18603 个居民小区进行逐一排查，督促建
成停车棚 15828 个，依法处罚了一批不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物业企业，有效遏制了
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的势头。但是，这项
工作还远没有结束，下一步规范管理、规范
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需要有关部门的共
同参与和大力支持。住建、工商、质监等有
关部门要积极作为，加强配合，出台标准，
严格监管，坚决解决电动自行车火灾这个
痼疾顽症。

B省政府制定六项措施
解决易燃可燃材料彩钢板搭建建筑问题

2015 年，针对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
彩钢板搭建建筑住人的问题，省政府专门
制定了六项措施：

一是对未经消防验收、违规使用易燃
可燃材料彩钢板搭建建筑的，违规使用聚
苯乙烯或聚氨酯泡沫塑料作墙体保温层
的，一律停业整顿；

二是对使用彩钢板搭建的人员密集场
所且有人员居住的，一律实施临时查封，并
责令改变用途，对无法改变的，必须拆除；

三是对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搭建的现场
人员办公、住宿等彩钢板临时用房，依法予
以临时查封；

四是企业厂房、库房、员工宿舍违规采
用易燃可燃材料彩钢板搭建、分隔的，一律
依法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责令立即消除隐
患或者予以临时查封；

五是对违规搭建彩钢板临时建筑占用
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一律依法拆除；

六是对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彩钢板搭建
且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依法下达《重大火
灾隐患整改通知书》，提请当地政府进行挂
牌督办。

C 两个方面用力
改善“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环境

2015 年，全省居民住宅和“三合一”场
所共发生火灾6455起，亡68人，分别占总数
的32.4%、53.1%，8起较大以上亡人火灾有7
起发生在这些场所。

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用力。
第一，要不断开展巡查检查，推动乡镇街
道办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综治办、
安监办、公安派出所等，逐楼逐栋开展排
查，重点治理违规在楼道内堆放物品、停
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私
拉乱接电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等问
题。第二，公安、民政、住建、保监会河南
监管局、老龄办、残联等部门，要按照《全
省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
警器实施方案》的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采取有力措施，在“三合一”场所、老
旧小区等区域，推广使用独立式感烟火
灾探测报警器，切实提高这些场所、区域
抗御火灾的能力。

D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盯紧易燃易爆单位和石油化工企业

易燃易爆单位和石油化工企业，是消防
的重点、难点，也是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
同时也是反恐的重点、难点。平时不出事，
一出就是大事。所以，对这些单位和场所负
有监管责任的部门，必须时刻放在心里、抓
在手中。

比如，安监部门要加强对油库、石油化
工企业的安全检查，商务部门要严格对加
油站的审批、管理，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
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安全
措施，加强日常巡查检查，确保这些单位和
场所不出问题。消防部门要加强对这些单
位的熟悉演练，逐一制定灭火预案，逐一组
织开展实地演练，切实做到心中有数，确保
一旦发生问题，能够快速处置，最大限度地
减少事故危害。

消防部门执法手腕硬不硬？
行政拘留7733人

记者从省消防总队获悉，2015 年，全省
消防部队开展了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和“五
类重点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居民小区公
共区域、电动自行车等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行动。我省全年共检查社会单位 163.4 万
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214.1 万处；推动
1.58 万个居民小区建成电动自行车车棚和
智能充电装置；先后组织对 33 个县级政
府，1077 个乡镇、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
1626 家存在突出隐患单位和 5735 家易燃
易爆企业进行集中约谈；各级挂牌督办的
524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隐患集中区域，
已整改消除 419处。

持续加大消防执法力度。推行兵团化
排查，大力实施“大约谈、大曝光、大执法、
大督察”，以高压的执法态势整改隐患、震
慑违法。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先后 3 次
开展集中执法行动，全省共行政拘留 7733
人，责令“三停”、查封单位 6636家。

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在省、市主流
新闻媒体设立《吴参谋说消防》等专题、专栏
47个，组织支队长、大队长每周上电视讲消
防，累计播出 820期。全省统一组织电动自
行车火灾模拟实验，数百万人现场观摩；建
立“移动互联网消防信息服务平台”，每天定
向发送提示信息 50 万条；协调移动、联通、
电信，发送消防提示短信 3 亿条次。

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省政府部
署开展“消防安全基层基础建设推进年”
活动。在发改、财政、住建等部门的支持
下，各地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力
度，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全省 16 个省辖市、98 个省县（市）、116 个
全国重点镇完成消防专项规划编修，新建
消防队站 25 个，新购消防车辆 166 台，新增
市政消火栓 5500余个。

除此之外，我省还圆满完成上合首脑
会议消防安全保卫任务。

电动自行车着火后一会儿就成了铁架子

私拉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现象仍然存在私拉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现象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