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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第二届进博会消防安保决胜背后的精细化管理

用“绣花功夫”把消防安保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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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到 10 日， 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181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800 多家企业参展， 超过 50 万名境

内外专业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展览

面积达 36 万平方米， 累计进场超过

91 万人次……

盛会 “越办越好” 的背后离不开

一流的管理和服务， 更离不开安全的

有力支撑。 作为消防安全的守护者，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交出了这样一份

成绩单 ： 实现了疏导区连续 16 天

“零火灾”， 开幕式前后 3 天全市 “零

火灾”。

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

如果把安保指挥体系比作一个人

的大脑或神经中枢， 那么分布在国家

会展中心 4 个责任片区、 32 个网格

里的 350 名指战员就是这个大脑的

手、 脚， 以及神经末梢。

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核心火

灾防控组的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青浦

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处工程审核科的

袁通说，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上海消

防成立了 1 个临时党委、 11 个临时

党支部、 139 个临时党小组和 155 支

“党员突击队 ”、 237 个 “党员先锋

岗”，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 广泛开展立功竞赛活动。

袁通说， 他和其他 349 名指战员

被划分为 4 个责任片区、 32 个网格，

每天每人都会带着 “10 件套”， 包括

便携式灭火器、 灭火毯、 手电筒、 测

温仪等专业设备 ， 对各自分管的片

区 、 网格 、 场馆和展位实行 “全时

段、 无盲区” 巡查防控。

考虑到进博会布展工期紧， 上海

消防进一步优化了第一届消防自验收

机制流程， 在落实进博会图纸提前把

关的基础上， 严把展位搭建材料、 用

电、 人员等 “五道关”， 严格落实离

人断电、 故障清零、 签约承诺等刚性

措施。

为确保人人掌握必备的消防技

能 ， 上海消防在进博会开幕前对

5713 名国展员工、 商铺员工和保安

完成了全员消防安全培训。

“智慧消防”助力安保

安全是举办任何重大活动的底

线， 也是一座城市正常运行的底线，

上海消防始终坚持运用 “智慧消防”

理念， 探索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信

息化手段， 为上海这座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保驾护航。

作为第二届进博会消防安保的神

经枢纽， 前沿指挥部接入了全市道路

监控视频、 国展中心监控视频等， 可

随时对疏导区内各级消防安保力量实

现 “一平台” 可视化指挥调度。

以国家会展中心智能安全感知与

管控平台为例， 该系统可实现对所有

消防设施的智能感知和全面掌控， 在

原有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基础上， 能

够将消防水系统、 防排烟系统、 气体

灭火系统、 防火分隔系统、 电气火灾

监控系统、 可燃气体检测系统进行全

要素感知和呈现， 全面掌握国展中心

内所有报警区域以及报警类型， 进而

第一时间就近通知安保力量对报警区

域进行确认和处置。

同时， 上海消防还与公安部门联

手打造了信息共享、 相互推送、 快速

反应、 联勤联动的指挥中心。

最高级别备勤筑牢防线

为全力守护进博会 “越办越好”，

自 10 月 25 日起， 全市 149 个消防中

队、 近万名指战员、 899 辆消防车全

员在岗在位 ， 132 个专职消防队 、

10785 个单位 （社区） 微型消防站梯

次进入最高级别备勤响应状态。

在全市重点点位， 上海消防设置

了 94 个流动消防站点， 每个站点配

一辆消防车， 随车指战员风餐露宿，

全程开展定点巡逻值守。

为确保万无一失， 上海消防部门

先后 3 次参加城市服务保障综合演

练， 开展高层建筑、 大跨度厂房、 地

下空间等类型灾害事故实战演练 12

次， 并对重要场所和单位开展了 “地

毯式” 调研， 制作完成平台式数字化

预案 ， 累计熟悉单位 9700 余家次 ，

更新预案和作战信息卡 19682 份。

进博会期间 ， 消防部门全员在

岗， 兵压一线， 全面进入战时消防安

保模式， 靠前驻守重要活动场所和区

域， 联合 9.5 万名网格巡查员排查各

类企业单位 10.25 万家次。

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消防部门管

理之精细———为确保全市消防水源临

警可用， 上海消防提前联合水务部门

建立消火栓快报快修机制 ， 对全市

6.7 万只市政消火栓全部维保一遍 ，

确保完好率达到 100%。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进博盛会， 举世

瞩目。 在这届干货满满、 热度

高涨的进博盛会期间， 崇明公

安分局的全体民警、 辅警坚守

岗位， 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的忠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真心 ， 坚守本职岗位 、

守护地区安宁、 服务一方群众，

为这届进博会绘上一抹亮色 、

平添一份温度。

11 月 4 日， 第二届进博会

开幕前一天， 秋日的早晨 5 时

许， 天还没亮， 崇明公安分局

三星派出所就接到村民报警 ，

称在其家门口发现一迷途老人，

请民警到场救助。 三星派出所

民警立即前往事发地点。 老人

年事已高， 一时无法说清自己

的身份信息， 可细心的民警从

老人的外貌特征， 联想到前一

日新海派出所发出的一条老人

走失的协查信息， 怀疑就是这

名老人， 于是先将其接回派出

所安顿 。 经联系新海派出所 ，

证明这位已经 90 高龄的老人正

是协查通知中提到的老人。 新

海派出所民警随即带上老人焦

急万分的家属， 驱车赶到三星

派出所。 家属见老人安然无恙，

激动不已， 拉着民警的手不停

道谢。

老人不见了， 子女肯定着

急； 孩子走丢了， 父母也同样

心焦不已 。 4 日下午 4 时许 ，

长兴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在长

兴镇国美电器有一名男孩和父

母走散了。 民警到场后， 发现

这名四五岁大的男孩无法提供

父母信息， 于是一边请求所里

调阅周边监控， 一边带着孩子

在周边寻找。 终于， 在一番找

寻后， 在附近找到了正在焦急

寻找孩子的父母。

类似的暖心事， 在整个进

博会期间多次上演。 5 日下午，

陈家镇派出所将一名迷途人员

送回家人身边； 7 日晚上 ， 横

沙派出所民警帮焦急的报警人

找到了 92 岁高龄的老父亲； 8

日下午， 长兴派出所陪同报警

人找到了离家出走的 14 岁女

儿； 9 日下午， 堡镇派出所民

警把迷途后在路边徘徊了近两

小时的老人送回家中……

第二届进博会圆满落幕 ，

崇明公安分局的民警、 辅警以

忠诚担当、 尽职尽责的精神风

貌守护好上海北大门， 更以真

情真意、 热血热情服务好辖区

的百姓。

进博盛会有热度 崇明公安有温度

值守上海北大门的“瀛洲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