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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立足队伍实
际，全面贯彻落实“六个一”刚性措施，
严肃救援现场作战纪律，强化救援人
员现场管控和作战安全，聚力攻坚，全
面推进，以最严标准、最强举措、最佳
状态，全力确保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
人身安全，全力确保全市消防救援队
伍安全稳定。

主动研判各类风险。总队调度会
后，义乌支队立即召开了全市消防
救援队伍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两

个文件精神，要求责任科室和各消
防站对相关内容进行逐项落实。利
用周工作例会，再次对安全工作进
行了强调和部署，并明确由灭火救
援指挥部负责，对全市消防救援队
伍作战训练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
判。部局、总队安全工作警示教育大
会后，支队党委第一时间召开了专
题党委会，对队伍安全形势进行充
分的研判，全面分析了队伍当前存
在的问题短板，研究制定了整改提

高的对策措施。支队组织召开全市消
防救援队伍警示教育大会，进一步统
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压实各级
干部责任，坚决守牢安全救援底线。

集中授课，牢固树立安全理念。支队
每月一次组织开展救援业务大讲堂暨作
战训练安全教育，利用多媒体课件结合
案例进行学习，讲解救援注意事项，并抽
取各消防救援站人员开展安全理论测
试；同时，发挥微信工作群作用，发送安
全提醒及安全工作要求30条。全市消防
救援站通过每日抽问、每周测试的手段
和方法，强化全体指战员对安全理论知
识的掌握。北苑特勤站利用多媒体课件
对各项训练规程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
案例对指战员日常行动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详细讲解，将安全工作贯穿于日常生
活、工作中。

自查整改，主动发现消除隐患。支队
围绕“七查”（即：查指战员安全意识是
否到位，查个人防护装备清洗保养检
查是否到位，查现场安全工作是否有
专人负责，查现场侦察和风险评估是
否到位，查危险区域救援人员防护措
施是否到位，查是否组建紧急救助小
组 ，查 现 场 安 全 管 控 和 警 戒 是 否 到
位），对潜在救援风险和灭火救援安全
工作存在的隐患漏洞进行一次全面分

析，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将隐患苗
头消灭在萌芽阶段。

装备测试，提前防范化解风险。支队
组织开展水域救援装备安全性能集中测
试，对各消防站配发的橡皮艇、救生衣
（急流、消防专用）、抛投绳共6类20余件
套水域救援装备的实战性能和安全指标
进行实地测试。同时，支队还组织开展了
200 米游泳测试考核，进一步摸清指战
员的水性情况，为下步科学编配水域救
援作战编组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专项训练，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北
苑、稠江、廿三里3个消防救援站根据实
际科学制订作战训练事故应急处置预
案，对可能出现的作战训练受伤情况进
行设想，明确程序，随时应对各类紧急情
况。分别围绕“紧急避险与待援”“紧急救
助”等科目开展一次集中安全训练，确保
队员人人掌握自救逃生程序和方法，提
高应急避险能力。

专项督导，督促责任落实见效。支队
派出督导检查组，通过实地拉动检查和
组织开展理论考核等形式，对全市3个
消防救援站和2个小型站安全工作开展
专项督察，重点检查安全学习教育开展、
安全形势分析、安全训练组织实施、车辆
装备测试保养和防高温措施落实等安全
工作的开展情况。

强化“六个一”刚性措施

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抓好作战训练安全

陈帅材，2013年9月入伍，福建漳
州人，现任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北苑
特勤站三级消防士。

入队 7 年来，他始终以精武强能

为目标，争当训练场上的“尖兵”。
凭借拔尖的技能成绩和扎实的业务
理论功底，2018 年被省消防救援总
队授予“冬训工作先进个人”和“夏
训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去年
又获省“全优队员”，荣立个人三等
功一次。

训练场上，陈帅材从不服输，属
于典型的“拼命三郎”。他每天早起
苦练、勤练，自我加压，从“奶油小
生”变成了硬朗汉子。经老班长的言
传身教、训练摔打、任务磨炼，如今
任何训练科目都难不倒他，已成为
训练场上的尖子兵。

去年冬训期间，针对身体素质上
的短板，他科学制订训练计划，坚信

“要在比武中取得好成绩，唯一的捷径
就是刻苦训练”。在 9 个训练项目中，
他和队员一起讨论出现的问题，互相
传授经验。他对自身要求严，配合意识
好，服从意识强，得到了中队全体指战
员的一致好评。

“400 米疏散物资操是训练中的瓶
颈，也是整个对抗赛中难度最大的一项，
考验的是人的意志力和耐力。”陈帅材一
遍遍不懈地练着：徒手跑50米，单人扛
着60公斤重的假人再跑50米，然后双手
提着重达30公斤的水桶跑100米、拎起

20公斤重的煤气罐跑100米，再徒手跑
100米，整个过程用时仅1分37秒，比优
秀成绩1分50秒还快了13秒。在其余项
目中，他更是发挥特长，最终取得9个项
目全部满分的好成绩。

“要想拿到一门成绩优秀不难，但
要取得 9 个项目全优就不容易了。”在
陈帅材的队友们眼里，他是个有血性、
敢拼命的硬汉，在支队的多次考核中都
名列前茅。

“只有平时训练到位，才能在关键时
刻拉得出、打得赢。”陈帅材说，训练和工
作中哪怕遇到千难万苦，也无法动摇他
对钟爱事业的追求。

“尖兵”陈帅材：有血性 敢拼命

为加强辖区的消防安全管理，提高人员密集场所、宗地企
业的消防应急处置能力，9月15日，上溪镇综合监管中心应用

“党建+单元+消防”模式，深入宾馆、KTV、购物商场等，对全
镇辖区内的宾馆、KTV、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安全
大检查和消防应急拉练活动。

结合此次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应急拉练，从消防器材的
正确使用、火灾形势分析、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等方面，结合各
种火灾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为义务消防队员和场所工作人
员讲解消防知识点。

通过这次消防安全大检查和消防应急拉练，既提升了义
务消防队员的业务水平和处置初期火灾的能力，确保应急队
伍在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又加强了人员密集场所工作人
员的消防安全意识。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落实人员密集型场所主体责任工作，
对人员密集场所不定期地开展业务培训、实战演练，提升相关
单位自身消防素养，为全市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我市开展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安全检查专项行动

8月26日，义乌市委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市场监管
局、消防救援支队共5部门联合，分成4组对枫叶幼儿园、云溪
学校等全市33所新办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开学前消防安全
检查，进一步消除火灾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

行动中，检查人员实地检查学校门卫室、教室、食堂、宿
舍、消防中控室、监控室等处，重点围绕消防设施、装修防火材
料使用、疏散通道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查看。

通过检查发现，部分新办学校新装的烟感探头外壳还未
拆除，不能起到探测烟雾的作用；室内消火栓中崭新的消防软
管卷盘接口未扎实；消控系统存在故障盲点，不能应急联动；
厨房未安装防火门。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要求负责人立
即整改，确保安全开学。

消防提醒，开学前，各学校要明确专人负责消防工作，在
学生入校前要组织开展一次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
查、整改火灾隐患。消防车道和疏散通道严禁占用和堵塞，室
内和疏散通道不允许停放电动自行车，安全出口必须随时保
持畅通。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具等消防设施、器
材要配备到位，且保持完好有效。室内外消火栓要保持有水并
达到相应的水压要求。

义乌多部门联合检查
校园消防安全

“四楼有人员被困，请出动云梯车救援。”8月27日，义乌
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教育局在义乌三中举行“消防安全进
军训”活动，通过逃生演练、主题授课、上阵“灭火”、云梯体验、
拉梯救援等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消防知识。该校800余名军
训的高一新生参加了活动。

“火灾事故导致的人员死亡，大多是由于有毒烟尘和热烟
气所致。简易逃生面罩成为最常见、最易使用的火场自救逃生
装置。使用时将呼吸器套入头部，拉紧头带，迅速逃离火场，头
发及佩戴的发饰等易燃物应一并放入面罩内。”在消防知识讲
座环节，消防员重点讲解了简易逃生面罩的作用和使用方式，
并在逃生演练环节邀请学生佩戴，体验“逃生”。

8月24日，义乌市义亭专职消防队在树人中学开展以“逃
生演练、安全讲座”为主题的暑期消防宣传活动，为500余名
军训学生传授安全技能。

18时10分，演练正式开始。随着警报器响起，寝室楼内浓
烟滚滚，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按照火灾逃生原则用湿毛巾
捂住口鼻，低姿弯腰，有序快速地穿过浓烟，到达指定的安全
疏散地点。3分钟后，演练圆满结束。

演练结束后，消防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和炎热天气，运用
简单易懂的语言，就如何预防火灾、正确报警、火场中逃生自
救要点、使用灭火器和安全用电等方面，为学生们进行详细讲
解，并对演习进行总结，指出存在的不足。

“通过演练和讲座，使全校师生对火灾逃生有了充分了
解，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提高学校对突发事件
的处置能力，牢牢打好平安校园奠基石。”学校老师说。

截至目前，义乌已有15所中学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进军训”活动，培训高中新生11010人，实现了军训新生
100%覆盖的普训要求。 商报记者 骆红婷 文/图

万名新生军训学消防

“非常感谢消防员，你们到场马上
就把我救出来了。”8月12日晚，在我
市一快递公司门口，转危为安的刘大
妈躺在由4名消防救援人员抬着的担
架上，通过电话向家人报平安，竖起大
拇指，直夸消防员专业。

据悉，当天晚上9时20分左右，50

余岁的刘大妈在后宅街道一快递公司
内操作机器时不慎把脚卡在分拣机
内，其工友经过 10 余分钟的救援未
果。刘大妈脚部开始出现肿胀，且越来
越严重。紧急情况，现场人员拨打了

“119”电话。
接到求助电话后，义乌市消防

救援支队紧急出动北苑特勤站、后宅
专职队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在现场，
消防员看到刘大妈的脚被卡在快递分
拣机器里，神色痛苦，分拣机已经停止
工作，边上两名女子在安抚其情绪。根
据现场情况，消防员用扩张器把机器
撑开，一分钟不到就把大妈救出，抬上

担架，送往医院。由于解救及时，刘大
妈脚并无大碍。

据了解，当天，由于专门启动快递分
拣机器的人员不在岗，刘大妈就爬上机
器去按开关。结果，机器启动后，脚被卡
在分拣机的传送带上。

脚卡分拣机大妈被困 消防员快速解围

一、灾害处置更科学。对照主力军
国家队的要求，立足全灾种、大应急格
局，紧密结合义乌商市场、高层、城市
综合体、大跨度大空间等建筑多的特
点，组建应急救援专业班组，开展大学
习大培训活动，全力提升专业救援能
力，实现救援理念、职能、能力、装备、
方式、机制“六个转型升级”，最大限度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消防服务更优化。依托互联
网、公众号和微信群等平台，推送 11
类重点场所消防安全自查要点，提示
日常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建立互动式
疑难解答及服务指导预约机制，确保
3个工作日内到场指导。

三、火灾调查更合理。企业发生一
般火灾事故的，对火灾现场实施合理
的封闭措施，随事故调查进程逐步缩

小范围，便于及时恢复生产。适用简易调
查程序的火灾事故，当事人对火灾事故
认定无异议的，可不封闭火灾现场。

四、企业服务更高效。深入践行“三
服务”举措，全面推广“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一证通办、一次办成”的“互联网+”
模式，优化升级消防事项“网上办”“掌上
办”等13项体验，全面实现网报网办。

五、宣传教育更全面。依托队史馆、

教育馆、消防站开放，为公众提供“体验
式”宣传教育服务，为微型消防站、镇街
专职队、重点单位提供技能培训。

六、提示指导更实用。利用义乌消防
公众号，重点单位 APP 等媒体平台，定
期发布消防安全知识、全市火灾警情信
息和消防安全注意要点等相关内容，实
时公告火灾安全防范注意要点，提高企
业的火灾防控水平。

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0年度“创人民满意消防救援队伍”六项承诺

“村民家中起火，请义务消防队
前往现场。”近期，义乌市义亭专职队
消防员在义亭村开展消防演练，模拟
火灾拉动村内义务消防员。随着警铃
响起，只见村内 6 名义务消防员迅速
放下手上农活，前往义务消防站穿好
消防服，携带手抬泵前往现场“救火”。

放下手抬泵，铺设水带，连接水
枪……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
水。３分钟不到，“火”势被成功控制。

据悉，为进一步增强村居义务消
防队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和实
操技能，义亭专职消防队组织人员对
辖区内 43 支村居义务消防队进行拉
练，切实提高灭火救援实战能力，推进
农村消防队伍建设。

本次拉练将全镇按照就近原则
分成5 个区域进行测试，通过电话通
知方式通知村干部。各消防队伍在接
到通知后，立即携带相应器材装备到

指定地点集合，并操作机动泵完成出
水。结合实际测试情况来看，大部分村
居执勤备战较好，能在接到通知 15 分
钟内到达测试地点并完成机动泵出水，
各村设备日常养护到位，能正常完成机
动泵出水。

“我们村义务消防队的消防员日常
或忙于农活，或在家中从事手工加工，一
旦起火，凭借熟悉地理位置和水源的优
势能第一时间出动，扑灭初期火灾。”义

亭村义务消防队队长鲍华琴说。“除了灭
火，日常义务消防队还会深入农户家中
进行宣传。村内大家都认识，宣传消防知
识我们都比较容易接受。”村民反映说。

目前，义亭在全镇 43 个村居均建
成了有人员、有装备的消防队。共有400
余名义务消防员，配置 70 余套消防设
施器材，极大地解决了城区消防队“远
水难解近渴”的瓶颈，形成小火不出村
的格局。

义亭镇43支村居义务消防队撑起农村安全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