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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区有消防楼长吗？
海口 1427 栋高楼有了消防楼长
楼长多为物业工作人员或保安
“现在定期有人对楼层
进行消防安全巡查，住在小
区里更放心了。”居住在海
口市四季华庭小区的王女士
感受到了小区里的变化。这
一变化源于海口市去年 9 月
推行的“消防楼长制”，即
在全市高层公共建筑全面推
行消防安全职业经理人制、
高层住宅建筑全面推行消防
楼长制，涉及全市 1427 栋
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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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夏天试营业，
创建电影娱乐王国

消防楼长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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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完成一次消防安全巡查需要半个多小
时。
两个月前的一天，赵成康在巡检小区
楼道时闻到一股烟味，凭着直觉，赵成康
在楼道里发现一堆装修垃圾已经着起了小
火，好在及时发现并扑灭。原来，有业主
贪方便，将装修垃圾直接放在楼道里，有
人又将烟头随意丢弃而引起小火。
“每天对小区进行消防安全巡检，定期
或不定期清理楼梯间停放的电动车及堆放
的杂物。”赵成康说。

消防楼长覆盖全市 1427 栋高楼

在海口市，像赵成康一样的消防楼长
还有很多。去年 9 月，海口在全市高层公
共建筑全面推行消防安全职业经理人制、
高层住宅建筑全面推行消防楼长制，为海
口全市 1427 栋高层建筑配上消防安全“楼
长”。
龙华区消防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消防
安全职业经理人和楼长上岗前，由消防部门
统一组织业务知识培训，讲解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职责及日常工作要求，同时定制发
放 《海 口 市 高 层 建 筑 消 防 楼 长 管 理 公 示

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高层居住
建筑居民防火公约》，由消防安全职业经理
人和楼长在所管理高层建筑的底楼或电梯内
等醒目位置进行公示。消防部门和辖区派出
所将为消防安全职业经理人和楼长统一建立
信息档案，施行“一楼一长，一长一档”的
管理制度。
在记者走访的 4 个小区近 20 栋高层住
宅楼中，楼梯或电梯处均张贴了“海口高层
建筑消防楼长管理公示牌”，上面标有消防
楼长的姓名及联系电话。

有的消防楼长分管 5 栋楼

消防安全职业经理人和楼长上岗后，将
按照职责每日对所管高层建筑进行消防安全
巡查，并做好记录；对分管楼栋消防设施进
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巡查分管楼栋
安全疏散设施，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
持畅通；对分管楼栋施工维修现场进行监
管，对用火用电、装修材料使用等情况进行
检查。
“以往有些小区在消防安全方面确实做
得不错，但是也有不少小区，尤其是‘三
无’小区在消防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好，存在
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龙华区消防大队有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胡诚勇 通讯员潘伟）9 日，海口消
防龙华大队在对辖区城西路一小区
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有业主
私自将居民住宅改造成汗蒸场所，
存在安全隐患，已当场予以查封。
该汗蒸场所位于小区 7 楼，是
由一间三室两厅的单元房改造而
成，设有汗蒸房和美容室，主要向
小区内住户及周边居民提供汗蒸、
美甲、秀美等服务。该单元房内并
无悬挂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
等证件，也未配备任何消防设施设
备，房内的汗蒸区域采取易燃可燃
材料装修，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
患，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 之相关规定，龙华消防大队当
场对该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今年春节开放

消防楼长公示牌上写有楼长电话。

年过五旬的赵成康是南海大道一小区
保安，同时也是小区里的消防楼长。去年 9
月上岗后，他的日常工作就增加了一项重
要内容。小区里共有 3 栋超过 20 层的住宅
楼，赵成康负责其中的一栋。1 月 9 日上午
9 点，赵成康开始了消防安全巡查工作，他
来到 B 栋的顶楼打开消防栓，查看是否有损
坏。随后，又来到楼道，检查应急灯是否
正常使用。此外，赵成康还需要查看楼道
走廊是否堆积有杂物，并及时进行清理。
就这样逐层检查，直至一楼。一般情况

民宅改成汗蒸房
海口龙华消防查封

长影环球 100 三个体验区

□南国都市报记者 张宏
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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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负责人表示，消防楼长制填补了这一空
白。此外，城中村以及老旧小区也已配备消
防设施。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受困于人员有
限，目前大多数小区的消防楼长并非 1：1
设置，往往一名消防楼长需要负责两栋以
上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有的消
防楼长甚至分管 5 栋高层住宅楼。
尽管消防楼长职责中写明需每日巡查，
但实际上，只有个别小区消防楼长能够坚持
每日巡楼，还有不少小区消防楼长一般是几
天巡楼一次。

高层建筑
“楼长”职责
注重规范管理主
体。一是明确资格条
件，二是明确工作职责，
三是明确责任捆绑。
强化自防自救培
训。一是了解掌握防
火、灭火常识和火灾逃
生自救技能。二是广泛
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开
展入户式消防宣传并定
期开展消防演练。三是
组织居民积极查改身边
火灾隐患等。
注重掌握建筑现
状。一是掌握平面布
局，二是掌握消防设施，
三是掌握安全隐患，四
是掌握产权归属。
强化人防技防措
施。一是落实严管严控
措施，二是组织清理楼
梯、走道等区域可燃杂
物，三是建立消防经理
人制度和“楼长”制度，
并组织消防安全培训。
注重抓好日常管
理。一是防火巡查，二
是会操作处置，三是会
组织疏散，四是会开展
宣传。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党朝峰）记者从长影环球 100 项目
管理公司获悉，目前项目工地
3000 多名工人采取三班倒，日夜
不间断施工，预计今年春节三个体
验区将向市民游客开放。
据介绍，长影环球 100 项目总
占 地 6191 亩 ， 首 期 工 程 总 占 地
1992.5 亩，以影视为主题分六大
功能区，其中迎宾区、中国区、荷
兰区三个体验区今年春节将向市民
游客开放。中国区根据“西域丝绸
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
景，利用电影科技与建筑艺术，演
绎中华文明、中国故事。
项目中一座高达 150 米的楼兰
双塔是整个园区的制高点，外装采
用新型技术材料，内部有全球最高
室内速降机，目前塔身主体建筑已
基本完成。施工现场一架 1600 吨
的履带式吊车正在楼兰双塔前紧张
施工，远远望去甚是壮观。该吊车
目前国内仅有 3 台，也是华南地区
最大的吊塔。
据介绍，长影环球 100 项目预
计今年夏天试营业，创建电影娱乐
王国。

海口工商整治
农产品批发市场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林文泉 实习生 曾滢西）10 日，记
者从海口市工商局获悉，为维护节
日期间菜价稳定，该局即日起开展
为期 2 个月的打击欺行霸市维护农
产品批发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范围主要针对海口市
内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整治
三类违法行为：农产品批发市场经
营者涉嫌非法垄断和控制各类农产
品经营权的行为；农产品批发市场
经营者采取强买强卖，迫使他人接
受不平等或不合法的交易条件；农
产品批发市场经营者，阻碍外地农
产品进入本市场销售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