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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 《全市 ⒛1s年 春夏火灾防控工作
学校 、医院 、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 区、县 (市 )教 育局 ,各 直属单位

:

现将 《全 市 ⒛18年 春夏火灾防控工作学校 、医院、社会福利
机构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转发给你们 ,请 结合本地 、本
单位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并 做好 如下工作 。
一、各单位领导要高度 重视 ,要 提高政 治站位 ,切 实把专项
整治活动作为 当前乃至全年的一项 重要工作摆上位 置 ,召 开专题
会议进行部署 。要加 强对形势 的分析和研判 ,把 握安全大局 ,加
强安全管 理 ,认 真负责抓好专项整治活动 ,努 力在 见成效上下功
夫。
二、各单位 要立 即召集相关人员 ,召 开专题会议 ,对 消防安
全排查工作进行部署 ,安 排专 门人员,做 到 整治活动有组织领导

,

有计划方案 、有标准要求 ,有 检查督查 、有落实责任 ,决 不允许

搞形式、走过场 ,脚 路实地的逐项抓好落实。
三、各单位要组织专业人 员深入 到学校的各个 角落 ,有 针对
性地搞好摸排 ,要 横 向到边 、纵向到底 ,不 留死 角 ,并 将所有隐
患登记造册 ,为 搞好整 改打牢基础。
四、对排查 出的各种隐患 ,要 逐条进行分析研 究 ,有 针对性
的制定整改措施 ,对 能立 即整改的隐患要 立 即整 改,对 因客观条
件限制一时难 以整改的隐患 ,要 逐项研究措施 ,明 确整改时限

,

有计划地进行整 改。
有关落实情况及 时报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 处 。
特 此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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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市 ⒛ Is年 春夏火灾防控工作学校 、医院 、
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 真做好春夏火灾防控 工作 ,夯 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 ,加
大火灾隐患 的排查整治力度 ,竖 决预防和遏制学校 、 医院 、社会
福利机构等场所较 大 以上火灾事故发 生,特 制定本方案 。
-、 整治范围

高等院校 、中等职 业学校 、幼儿 园、寄宿制学校 ;医 院 ,乡
镇 、街道的卫生院 ,社 区医疗服务场所 ;国 家 、社会组织和个人
举办的养 老机构 、社会福利院 、精神病人 福利院 、儿童福利 院 、
敬老院 、优抚 医院 、光荣院 、救助管理站及其托养机构 等社会福
利和公 益机 构 。
二 、王作内容
(一 )消 防安全 管理组织机 构 、制度是 否健 全 ,是 否 结合场
所和人 员特 点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是 否定期组织针对性演练 ,是
否定期开展消防安全 教育 培训 ;消 防安全 责任人 、管理 人是否 明
确并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消 防控制室人员是否持证上 岗并落实 24
小时值班;是 否落实 日常防火巡查检查 ,如 实登记巡查检查情况
单位职工和管理人员是 否 掌握初 期火 灾扑救和应急疏散方 法 ,能
;

否正确使用 常用灭火设施 。
(二 )是 否依 法 通过建设 工程 消防设计审核 、消防验 收 (备
案 )和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 防安全检查 。
(三

)建 筑耐火等级 、防火 间距 、消防车通道 、防火 分 区是

否符合规范要求;是 否违规采用易燃可燃夹 芯材料彩钢板 搭建建
筑。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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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散通道 、安全 出 田是 否保持畅通 ,疏 散指 示标 志 、

应急照明等是否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规定 。疏散通道 、门窗上是否
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防 火门是否处于正常启闭状态
楼道 、 门厅 、楼梯间是否存在违规堆放杂物 、停放 电动 自行车、
违规充电现象。
,

(五 )是 否按照规范设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安全标志,并 保持

完好有效;设 有 自动消防设施的单位是 否与具备资质的维护保养
机构签订合同;维 保机构是否依法履 责,定 期开展维护保荞。
(六 )电 气线路敷设是否规范,是 否老化 ,是 否有私拉乱接

”
临时线路,是 否安装过载断电保护装置,是 否违规使用 “
热的快 、
电炉 、 电热杯等大功率 电器 。是否定期清理食堂油烟道 ,是 否存
在违规使用明火及点蚊香等问题。使用柴油或液化石油气作燃料
的,柴 油储罐、液化石油气瓶组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七 )学 生宿舍 、厨房 、食堂、图书馆 、实验室、计箅机房、

锅炉房 、变配电室、体育场馆 、会堂、多功能厅和高压氧舱 、放
射科 (室
手术室t核 磁共振扫描仪检查室、生化检验室、药房、
病理室 、制剂室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是否落实严格的消防安全管
理措施 :是 否符合有关消防法律 、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是 否设
)、

置明显的防火标志,开 展 日常消防安全巡查检查。
(八 )属 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是 否按标准建 立微型消防
站并具备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其 他单位是 否建 立志愿消防队伍。
三、工作要求
(一 )加 强纽织领导 。·
学校 、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
事关家庭幸福 ,事 关社会大局 ,各 地要充分认识这次专项整治的
重要性 ,进 一步增强做好学校 、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立 即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健 金领导组织
明确任 务分工 ,全 力抓好落实。各级教育 、卫计 、 民政 、公安消
防部门主要领导要专门安排 、亲自过问,分 管领导要带队督导检
查。6月 底前完成排查 ,逐 个场所详细登记、建 立 台账 ,逐 一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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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责任 ,确 定治理标准 ,规 范消防安全管理。
(二 )严 明治理责任。备级教育 、卫计、民政 、公安部门主

,分 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
要领导是本地专项整治的第 一责任丿、
各类单位 法人是本单位 专项整治的第一责任人。参加检查人员实
行实名制,要 认真负责 ,认 真检查 ,认 真查 办。
(三 )建 立长熬机制。各级教育、卫计、民政 、公安部闸要
紧盯突 出和共性问题 ,制 定出台针对性措施 ,认 真加以解决。要
建立完善消防安全常态化排查 、信息互通 、联合治理 、会商研判
等工作机制,提 升综合 治理水平和成效。各级教育 、卫计 、民政
等部门要着力推动消 防安全标准化管理 ,督 促相关单位全面落实
消防安全 主体 责任 ,开 展消 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健 全消防组织机
构,落 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强 化消防童点部位管理和 日常防火
检查巡查,加 强微型消防站建设,提 高单位自防自救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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