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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 9时袁 记者来到海口市 10.18
火灾事故现场看到袁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相
关工作人员正在给市民播放事故录像袁 讲解
消防安全常识袁并给市民发放叶消防安全常识
二十条曳尧叶琼山区特定人群活动场所防火知
识手册曳遥

野以前没有认真了解过火灾方面的知识袁
没想到火灾逃生这么复杂遥 冶在火灾事故警示
现场会观看 10.18火灾事故录像的伍大伯跟
记者说袁很有必要搞这样的活动袁向市民讲解
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袁提高市民消防意识遥
附近租户李女士告诉记者袁 这种现场讲

解很好袁很生动袁讲的明明白白的浴 这效果肯
定比宣传册子上看到的好遥 这次火灾事故发
布会袁收获挺大的袁之前没怎么了解消防方面
的知识袁回去以后袁我要恶补一下消防知识袁
要学会火灾中逃生袁要学会使用灭火器袁觉得
真的需要了解遥

野火灾逃生是门技术活遥 冶在现场观看宣
传栏的苏女士说袁 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可能会
手忙脚乱的袁一心想要逃出这个火炉袁如果因
为你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就从火里往跑袁肯
定会受伤遥 所以袁这个现场会确实需要召开袁
但是一定要落实袁不能只是为了走形式遥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通过查询航班票价得知袁
10月 21日海口飞往国内省会城市的
机票袁折扣在 3折以下占三分之二遥

海口飞往北京尧天津尧上海尧重庆尧
郑州尧武汉尧长沙尧南京尧哈尔滨尧西安尧
济南尧成都尧西宁尧合肥尧贵阳尧杭州尧福
州尧昆明尧南宁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3折以下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海口飞往上
海尧重庆尧长沙的航班袁票价均低至 1
折遥海口飞往广州尧兰州尧拉萨的航班袁
票价折扣在 4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石家
庄尧沈阳尧银川尧乌鲁木齐的航班袁票价
折扣在 5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呼和浩特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 6折以下遥

除此之外袁海口飞往南昌尧长春尧
太原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7折以上遥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冤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昨日从海南省气象局了解
到袁今日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袁最低气
温 17益袁最高气温 32益袁天气较干燥袁
昼夜温差较大袁 市民应做好皮肤日常
护理袁预防因秋季干燥引起皮肤起皮尧
过敏等症状遥
根据省气象局 20日 17时发布的

天气预报袁20日夜间到 21日白天袁北
部尧中部尧东部尧西部尧南部袁多云袁最低
气温 17益袁最高气温 32益曰西沙永兴
岛袁 多云袁 偏北风 5-6级袁 最低气温
26益袁最高气温 30益曰中沙黄岩岛袁多
云间阴天有大雨袁偏北风 8-9级袁最低
气温 26益袁最高气温 29益曰南沙永暑
礁袁多云有雷阵雨袁西南风 5-6级袁最
低气温 28益袁最高气温 31益遥

21日夜间到 22日白天袁我省全省
多云袁最低气温 17益袁最高气温 32益遥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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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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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高登二里一民房一楼电动车着火引燃小卖部杂货间

群租房出租屋火患不少
消防以案说法教你防范

商报讯渊记者 李兴民 实习生 符南珍冤10月 18
日 4时 28分袁海口市琼山区高登东路高登二里一
民房一楼电动车着火袁引燃旁边小卖部杂货间袁其
中有 10名群众因吸入高温烟气被及时送往医院
检查和治疗遥 为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袁10月 20
日上午袁 海口市组织合区分管消防工作的领导袁
镇尧街负责人袁派出所所长袁辖区该类场所较为突
出的村渊居冤委会和网格员尧每个区部分该类场所
较为突出的业主代表等近 300人在火灾发生地召
开现场会袁 会议旨在防微杜渐尧 制定有效解决措
施袁大力推动群租房尧出租屋消防安全规范管理遥

当天上午袁与会人员参观了高登二里 18
日着火民房袁 现场会采用了观看群租房火灾
案例录像尧案例讲解等方式进行遥
通过火灾现场监控可以看到袁火灾过后袁

现场一片狼藉袁令人触目惊心遥该起火灾虽是
由于一楼电动车着火引起袁 但是因为事发时
间是凌晨 4时 28分袁 很多人都在睡梦中袁没
有及时发现遥 之后袁火势迅速蔓延袁引燃了旁
边小卖部的杂货间袁导致 10名群众因吸入高
温烟气而被送医治疗袁 所幸消防官兵及时赶
到袁从楼层内成功营救了 36名住户遥
据了解袁 类似这种由于电动车引起的群

租房火灾事故在海口已是屡次发生遥 群租房
属于高密度住宅区袁一旦发生火灾袁严重影响
人员的安全出散及初期火灾扑救等应急工
作袁一些群租房存在野开门就是床袁伸手就碰
墙冶 的现象袁 给居住者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
患遥这些由民用房屋私自改建成的出租房袁改
建后房间内消防设施缺乏袁 大多数群租房的
分隔墙所使用的材料为可燃易燃材料袁 且租
户消防安全意识淡薄袁杂物随处堆放尧超超负
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尧 使用燃气灶时人离等问
题比比皆是袁很容易诱发电尧气火灾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 海口消防部门也加大力

度专门整治出租屋尧群租房火灾隐患袁如成功

摸索出了山高村出租屋尧群租房电动车存放尧
充电野标准冶袁对建筑内设有电动车专用停车
充电房的建筑袁 要求该建筑业主在停车房安
装防火门袁实施防火分隔袁并按照规范要求铺
设电动充电线路袁配备灭火器遥而无法满足专
设电动车充电间要求的建筑袁 业主们也在室
外建设起了防盗铁皮屋袁 铺设电动车专用充
电线路袁并配备灭火器袁将电动车充电尧存放
场所搬到建筑外袁 防止电动车发生火灾事故
蔓延扩大尧封堵逃生通道袁造成人员伤亡遥 并
在全村所有建筑主要出入口处张贴 叶电动车
使用和管理消防安全常识曳袁时刻提醒住户注
意安全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

如何为群租房尧 出租屋乱象找寻一条安
全之路成为现场各乡镇街道与会许多管理者
需要思考的问题遥 海口下一步将努力探索治
理因群租房出租管理不善带来的消防安全隐
患袁 如要求房东在楼层公共部位每层配备灭
火器材尧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管理等曰同时组
织消防志愿者定期巡视出散通道袁 发现堆放
物及时清理袁对私拉乱接电气线路的袁督促予
以拆除曰利用周末社区人员相对集中的时机袁
组织开展消防演练袁进一步提升房东尧租住人
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袁 全力维
护火灾形势稳定遥

秋意浓天干燥
注意皮肤护理

海口飞往长沙
1折“白菜价”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副队长陈志阳在接
受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消防安
全逃生是件复杂的事情袁 市民应该多学习消
防安全方面知识袁掌握火灾事故逃生的本领遥
同时袁也提醒广大市民袁严禁在建筑物特别是
旅馆尧住宅楼尧商住楼等楼内将电动车停放在
楼梯口尧 厅堂和通道等安全出口尧 疏散通道
处袁特别是严禁在上述地点给电动车充电遥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
筑物内的袁 应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的要求袁采取防火分隔措施遥禁止违反消防

安全用电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
充电遥 在居住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场所的袁单位尧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应当保证电源匹配袁设置专用插座袁敷设固
定线路并穿金属管保护袁 安装漏电保护等安
全装置袁并配备灭火器材袁做好巡查尧检查和
应急处置工作遥 严禁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
场所存放可燃物品遥 有电动车的租户夜间最
好不要充电袁 若真要充电睡觉之前要记得将
充电器拔下袁 避免夜间睡着之后电动车充电
器发热引燃电动车塑料机身袁发生火灾遥

市民大赞现场会效果好讲解明白

电动车着火引燃小卖部杂货间

商报讯渊记者 梁振文冤10月 21日
海口部分路段计划检修线路将停电遥

当日 8:00 -20:00袁110kV 苍英站
10kV 苍 1 线尧苍 2 线袁苍英村尧美享
村尧太平村尧浮凌水尧海口监狱一带遥

6:00 -22:30袁110kV 灵山站 10kV
美盛线尧坡美线尧琼文线尧灵山 B线尧灵
山 A线尧监测台线曰35kV龙塘站 #1主
变 10kV龙文线尧龙塘线尧儒友开闭所
10kV开发区线尧 台达线尧 南渡江线尧
35kV 龙塘站 #2主变 10kV 潭口开闭
所 10kV设备厂线尧氮肥厂线尧水电站尧
龙桥线袁灵山墟尧锦丰尧福玉尧道仁尧大
林一带用户曰三桥尧仁玉尧文道村委会尧
三联村委会尧海南建材总厂尧台达高尔
夫球场尧龙塘镇尧仁三村委会龙塘镇一
带用户曰海南电力线路器材厂尧潭口村
委会尧永昌村尧富礼村尧玉湖村尧灵山镇
咏莲尧晋文尧大力村尧多贤尧龙富尧仁三尧
谭口村委会尧新民尧龙塘镇一带用户遥

海口监狱一带
停电检修线路

为加强全民消防宣传教育袁 增强全民
消防意识袁提高全民防火尧灭火尧自我保护
能力袁根据现阶段我国火灾特点袁公安部尧
教育部尧民政部尧文化部尧广电总局办公厅尧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等 6部门制定了 叶消
防安全常识二十条曳袁要求在全社会认真组
织开展消防安全常识宣传普及活动遥
一尧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袁发现火灾

拨打 119电话报警袁消防队救火不收费遥拨
打 119电话报警时袁 要说清楚起火具体地
点尧着火物质尧火势大小尧有无人员被困袁报
警人姓名尧联系电话等遥
二尧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可拨打 96119电话袁 向当地公安消防部
门举报遥

三尧不埋压尧圈占尧损坏尧挪用尧遮挡消
防设施和器材遥
四尧 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

场所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遥
五尧 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

吸烟遥
六尧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袁燃放时遵守

安全燃放规定袁注意消防安全遥
七尧 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遥
八尧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袁

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袁及时检查尧消除火灾
隐患遥

九尧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遥
十尧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袁 不乱接电源

线袁不超负荷用电袁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
和线路袁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遥
十一尧正确使用尧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

用具袁发现燃气泄漏袁迅速关阀门尧开门窗袁
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遥
十二尧教育儿童不玩火袁将打火机和火

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遥
十三尧不占用尧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尧

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袁 不设置妨碍消防
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遥
十四尧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袁不乱

扔烟头遥
十五尧 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

演练遥
十六尧 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

口和疏散通道袁记住疏散方向遥
十七尧遇到火灾时沉着尧冷静袁迅速正

确逃生袁不贪恋财物尧不乘坐电梯尧不盲目
跳楼遥
十八尧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袁尽量用浸

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袁捂住口鼻袁弯腰
低姿前行遥
十九尧身上着火袁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

衣物覆盖袁压灭火苗遥
二十尧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袁可用浸湿

的毛巾尧衣物等堵塞门缝袁发出求救信号等
待救援遥

有电动车租户夜间最好不要充电

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