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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 119
消消防宣传月﹄﹄活动
——

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 治 火 灾
全 民 参 与 防防

2018 年度全市
“119 消防奖”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名单
先进集体（10 个）
资阳市商务局
资阳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资阳市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现代岱摩斯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凯旋国
际项目部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安岳分公司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安岳
工业大道加油站
乐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乐至县劳动镇人民政府
消防栓水带连接操。

佩戴防毒面具救人操。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又到一年“119”。
今年，全国将“119 消防宣传日”扩展为“119 消防宣传月”，宣传时间确定为 11 月整个月。今
年的宣传主题为：
“全民参与，防治火灾”。
在今年的“119 消防宣传月”之际，我市消防部门策划了一系列宣传活动，营造了消防工作全民
参与的浓厚氛围。这些活动分别是：举办资阳市第三届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表扬 2018 年度全市
“119 消防奖”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扬全市少年儿童消防主题绘画大赛获奖人员，组织社会单位
及学校师生开展消防体验活动。

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
提升微型消防站灭火实战能力

原地着消防员战斗服。

油盆灭火操。

25 米折返跑接力并利用灭火器扑灭油盆。

先进个人（10 名）
胡佳音 资阳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曹萍英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安全监
察质量部电力警务联络室副主任
唐 英 资阳市飞龙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行政副总经理
李继洪 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人民
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
钟 孝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安全生产工程师
吴兰萍 资阳市雁江区资溪街道办
南骏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石 峰 安岳县中医医院综治办主任
游天胜 安岳鑫普州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安全主管
邓 朗 乐至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
版局副局长
彭正东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至
县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

11 月 8 日上午，四川希望汽车职
业学院的足球场上，全市各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负责人及参赛
队员齐聚这里，参加一场“灭火能力
及水平”的竞赛活动。
来自我市三个县（区）的 25 个微
型消防站代表队 100 名选手参加了
比赛。而他们，是此前通过层层比武
选拔脱颖而出的人员。
原地着消防员战斗服、室内消火
栓一人两盘水带连接操、佩戴防毒面
具救人操、25 米折返跑接力并利用灭
火器扑灭油盆火灾操……这些平常
由专业消防人员开展的科目，当日却
由微型消防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尽管
大家不算太专业，却都能有条不紊、
熟练完成，体现了微型消防站人员平
时的训练成效。
“对于防火灭火工作，涉及我们

每一个人的安全，更是我们微型消防
站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来自
资阳万达广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如
是感叹。他说：
“开展此次比武竞赛，
是对我们专业训练成果的一次检阅，
更是我们微型消防站锐意进取、奋发
向上、挖潜技能、勇于拼搏、展示技能
的好平台。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相
互学习、寻找差距、锤炼作风、磨练意
志、提高能力！”
佳美物业企划部主管陆伟华告
诉记者，他很珍惜参加消防技能比赛
的机会。他说：
“通过参加比武竞赛活
动，可以发动公司上下全面学习消防
知识，
增强消防四个能力。同时，
通过
比赛，
能够加强和提升灭火救援能力，
更增进了与各单位之间的友谊。
”
资阳市消防支队支队长李代明
指出，微型消防站建设是深入推进社

119 消防宣传月启动
开启全民参与防治火灾大幕
11 月 8 日下午，资阳市 2018 年度
“119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四川希
望汽车职业学院举行。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市消防安全委员会主任吴
宗权出席仪式并宣布 119 消防宣传
月活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通报了全市第三届微
型消防站比武竞赛成绩、全市少年儿
童消防主题绘画大赛获奖名单和
2018 年度全市“119 消防奖”先进集体
及先进个人名单。同时，对上述获奖
及获表扬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现场
颁奖。
市消安委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
式上指出，今年“119”消防宣传月活
动，是应急管理部成立、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组建后，我市举办的首
次大型消防宣传活动。也是时值全
市上下围绕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精神，聚焦“成渝门户枢纽、临
空新兴城市”发展定位，不断推动资
阳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
关键时期，消防安全作为城市经济发
展的基础、人们安居乐业的保障尤为
重要。特别是随着寒冬来临，人民群
众用火用电频繁密集，全市即将进入
冬季火灾的高发期，各地要按照市政
府工作要求，发挥主导作用，结合本
地实际开展消防专项治理，进一步完
善市政基础设施，持续抓好抓实冬春
火灾防控工作。
市消安委要求，各职能部门要落
实管理职能，加强本部门和主管行业
系统相关单位的消防安全监管，持续
推进消防标准化管理。各级消防机构
要当好管家，紧盯群众关心的消防安
全问题，
严格执行消防法律法规，
持续
净化消防安全环境。各社会单位要践

消防宣传日
1992 年 ，公 安 部 发 出 通
知 ，将 每 年 的 11 月 9 日 定 为
“119 消防宣传日”。开展这一
活动的目的，是因为冬季是火
灾多发季节。为了搞好冬季防
火工作，以“119 消防宣传日”
为契机，拉开冬防序幕。
“119
消防宣传日”是指集中一段时
间开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
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以提高全
民消防安全意识，推动消防工
作社会化的进程。

一等奖：乐至县人民医院
二等奖：格罗维视
资阳恒大城
三等奖：雁江区莲花社区
安岳县红星美凯龙
资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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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现场。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行“安全先行”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制
度和设施，为自身和他人负责、着想，
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和消费环境。社
会各界群众要将“防火减灾、人人有
责”记在心上、形成习惯，积极学习消
防知识、
主动掌握自救技能，
让尊重生
命成为共同信念、
共同行动。同时，
希
望消防专兼职岗位人员要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专业的技术，传递“火灾
防范和逃生自救”
正能量。
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及市教体局、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
院、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全市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相关
人员，消防志愿者、消防指战员、四川
希望汽车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全市
“119 消防奖”获奖代表、少年儿童消
防主题绘画大赛获奖代表参加启动
仪式。

多知道点

资阳市第三届
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
获奖名单

参观消防器材。

会消防安全管理创新和火灾“灭早、
灭小”的重要举措。一个个微型消防
站的建成，使全市抗御火灾风险的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微型消防站熟悉
本区域、本单位、本场所的情况，具有
灵活、快速、机动的特点，在初期火灾
扑救、开展防火巡查、消防宣传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初期火灾扑救
最主要的一支力量，也是消防安全户
籍化、标准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参赛单位以此为契机，找
准薄弱环节，努力补齐短板，切实重
视微型消防站工作，进一步强化消防
安全意识，扎实开展业务训练，真正
发挥‘一队三职'的作用，共同维护全
市火灾形势的稳定！”李代明表示。
据悉，目前全市共建成微型消防
站 465 个，成为专业消防力量一个重
要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