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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灾基本情况
2017年 11月 18日18时15分，北

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大兴区西
红门镇新建村新康东路 8 号发生火
灾，消防部门立即调派 14 个中队 34
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开展灭火工作。
21时许，明火被扑灭。经全力施救，
共营救出被困人员 73 人，其中 19 人
遇难，8 人受伤。这是典型的集生产
经营、仓储、居住等于一体的“多合一”
建筑。其中，地下一层为冷库区，共6
个冷库间，总面积 5000 平方米，正处
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地上一层为餐
饮、商店、洗浴、广告制作、生产加工储
存服装等商户，总面积约 6600 平方
米；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均为出租房，
总面积约8300平方米，共305间房、租
住400余人。

（二）火灾原因
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

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三）火灾责任及处理情况
樊某某等 20 人因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对大兴区政
府 有 关 负 责 人 立 案 调 查 ；大 兴 区 纪
委、区监委对西红门镇有关负责人立
案调查，并对火灾事故应负直接责任
的西红门镇 10 名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立案查处。

《海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解读
海南省人民政府日前出台了《海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省政府275号令，以下简称《规定》），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单位消防

安全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我省是国务院《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出台后全国首个出台配套规章的省份。《规定》是海南地方消防立法的又
一重要成果，对健全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推动新时代海南消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凸显了民生保障要求，
规定政府挂牌督办重大和
区域性火灾隐患，改善老城
区、城中村等区域的消防安
全条件。

适应“智慧城市”建设，
规定了推广互联网、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在消防安全领域
的应用。

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的理念，明确和细化了行
业部门消防安全基础建设、
行业排查治理、宣传教育培
训等职责。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化解火
灾风险。规定在老城区、城
中村、偏远农村推行火灾惠
民保险，在公众聚集场所和
火灾高危单位推行火灾公
众责任保险；将消防安全纳
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容，
推动建立行业消防安全自
律机制。

突出火灾防控“靶心”，
对火灾高危单位在人防、物
防、技防方面实行更加严格
的消防安全管理。特别是结
合我省石化产业发展实际，
规定易燃易爆场所应当建立
与本单位生产技术相适应的
应急处置队伍，储备充足的
灭火药剂。

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
明确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社
区按照规定建立微型消防
站，履行消防安全巡查、灭火
救援、消防演练和宣传工作
职责。

创新社会消防治理，突
出落实网格化管理，规定乡
镇、街道明确消防安全管理
机构、人员。农村、社区确定
消防安全管理人，落实消防
安全“网格化”管理，开展防
火巡查、检查。

明确派出所职责，规定
公安派出所应当配备专兼
职消防民警和消防文员，并
赋予其在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委托范围内实施消防行
政处罚等，为派出所查处消
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提
供制度保障。

注重消防考评结果应
用，将消防工作考核结果纳
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
绩考核评价体系，纳入社
会单位评先评优、评级评星
内容。

责任关口前移，对消防
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将
实施严厉问责，规定了6种
问责情形。

《规定》的
主要亮点

1.确立了消防安全责任
制的总体原则

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全面负责本
地区消防工作，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
责任人，分管消防工作的政府负责人为
消防安全工作主要责任人，其他政府负
责人对其职责范围内的消防安全工作
承担相应领导责任。各级人民政府相
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本部门以及本
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负监督管理责
任。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和有
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
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单位）对本单位
消防安全负主体责任，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
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的消防安
全工作负责。

2.完善了各级政府消防
工作职责

一是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并履行制定实
施消防规划、将消防工作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组织指挥重大火灾扑救和应急救
援工作、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

等职责。二是细化规定了消防安全委
员会履行6项消防工作职责。

3.健全了部门消防安全
责任

一是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方面，规定
了发改、国土、住建、财政、市政等部门，
从规划、立项、经费等保障方面，落实公
共消防设施建设、维护保养和协助灭火
救援的职责。二是行业消防监管方面，
明确了旅游、工信、通信、教育、文体、卫
计、民政、商务、安监、工商、交通、住建、
质监等职能部门，研究本行业、本领域消
防安全形势，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
促单位整改火灾隐患。三是消防宣传教
育方面，明确了教育、人力资源、司法、科
技等部门开展消防宣传和教育培训方面
的职责。四是社会诚信方面，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行业组织应当
将消防安全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
容，推动建立行业消防安全自律机制。

4.夯实了基层消防工作
基础

一是夯实基层消防管理基础，规定

乡镇、街道明确消防安全管理机构、人
员，农村、社区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落
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开展防火巡
查、检查；派出所配备专兼职消防民警
和消防文员，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查
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二是夯实基
层消防力量基础，规定街道、乡镇建
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社区建
立微型消防站，农村建立志愿消防队。
三是发挥保险作用，提倡在老城区、城
中村、偏远农村推行火灾惠民保险，在
公众聚集场所和火灾高危单位推行火
灾公众责任保险，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化
解火灾风险。

5.强化社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

一是一般单位，规定了一般单位
的消防安全职责 8 项。二是重点单
位，规定了重点单位除了履行一般单
位的消防安全职责外，还应当履行6
项职责。三是火灾高危单位，火灾高
危单位除了履行一般单位和重点单位
的消防安全职责外，还应当履行6项
职责，在人防、物防、技防方面实行更
加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如开展消防

安全状况评估，配备防毒面具、紧急逃
生设施、疏散引导等消防器材。四是
个体工商户，规定应当加强生产经营
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落实防火措施，
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保证疏散通道
畅通，开展经常性的防火安全自查。
五是规定了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
理人的职责，特别强调单位的消防安
全管理人应当具备与本单位生产、经
营、科研、管理等活动相适应的消防安
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6.严格消防安全责任追
究机制

一是目标责任制度。通过逐级签
订消防安全责任书的形式，明确各级
各部门的消防安全责任。二是定期报
告制度。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每年
应当将本行政区域消防工作情况向省
人民政府作专题报告。消防安全委员
会每年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作消防工
作报告。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每
年应当将本单位以及本行业、领域的
消防工作情况向本级消防安全委员会
作专题报告。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向
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报告消防安全工作。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定期向消防安全责
任人报告消防安全情况，及时报告涉
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三是检查考
评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消防工作考评机制，定期对下一
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
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考
核。同时强化考评结果应用，将消防
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
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单位评先评优、
评级评星内容。四是奖惩制度。对
在消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
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予以表彰和奖励。五是督办整改
制度。部门发现本行业、领域的单位
和个人存在火灾隐患的，应当督促其
限期改正，并书面通报同级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不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职责的，由其主
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六是问责制度，规定了六种问责情
形。七是追责制度，对责任落实不到
位，发生火灾事故的，将严厉追责，体
现了权责一致和有权必有责、失职必
追责的要求。

《规定》的主要内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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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灾基本情况
2017年3月5日8时20分许，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金花新路17号（洪庆江）
住宅楼1层发生火灾。该住宅楼共有6
层，2008年建成，2009年开始出租，每
层180平方米，共有27间房屋出租，一
层大厅供租户停放电动车并充电。本次
火灾致使停放在一层大厅的电动自行车
13辆、人力自行车1辆烧损，二层以上烟
熏，过火面积约55平方米，火灾造成2
人死亡（其中1人为送至医院救治数天
后身亡），5人受伤。经统计，直接财产
损失为7.8万元。

（二）火灾原因
起火原因系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

中电池发生故障所致。

（三）火灾责任及处理情况
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以涉嫌失火罪

对洪某某（房屋所有权人）、洪某（房屋管
理者）、王某某（最先起火的电动自行车
车主）提起公诉。

（一）火灾基本情况
2017年10月30日9时25分许三亚市吉阳

区抱坡路抱坡村李少华仓库发生火灾。李少华
仓库发生火灾的七间铺面内储存物品为副食品、
日用品、装修材料等货物，受火灾蔓延影响，毗邻
李少华仓库的恒新苗圃仓库的四间铺面也发生
火灾，起火的两个仓库均为钢结构库房，火灾烧
毁仓储货物、仓库钢结构建筑构件等，过火面积
370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以财
产评估公司最终核定为准（受灾人申报财产损失
为2700余万元）。

（二）火灾原因
起火原因系电焊作业引燃周围可燃物导致

火灾。

（三）火灾责任及处理情况
陈某某雇用的周某某、李某某在电焊作业过

程过失引发火灾，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涉嫌
失火罪对3人立案侦查。

案例五

三亚市吉阳区津海建材城内
李少华仓库“10·30”火灾

（一）火灾基本情况
2015年5月25日19时30分许，位于河南省

平顶山市鲁山县琴台街道办事处贾王庄村三里
河转盘西南、紧邻南北向鲁平大道康乐园老年公
寓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该建筑物总面积
2272平方米，设有不能自理区1个，半自理区1
个，自理区2个，另有办公室、厨房等附属设施。
不能自理区建筑为聚苯乙烯夹芯彩钢板房，其他
区域建筑均为砖墙、夹芯彩钢板屋顶，所有建筑
物为单层。火灾共造成39人死亡、6人受伤，过
火面积745.8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37.1万元。

（二）火灾原因
起火原因系电气线路接触不良发热所致。

（三）火灾责任及处理情况
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法定代表人、院长范

某某等4人被判有期徒刑；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
寓、鲁山县民政局、鲁山县城乡规划局等有关单
位23人被逮捕；鲁山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
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25名相关人
员受党纪政纪处分。

案例四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
老年公寓“5·2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一）火灾基本情况
2017年2月25日8时许，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海航白金汇酒店唱天下KTV发生火灾，起火
建筑为高层公共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总
面积约4万平方米，分A、B两座塔楼，裙楼共4
层，起火层为裙楼1-2层唱天下KTV的改造施
工工地，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该起火灾共
造成10人死亡，13人受伤。

（二）火灾原因
火灾是由于切割装修材料的火花引燃施工

现场易燃材料而造成。

（三）火灾责任及处理结果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唱天下会所经营者丁某

某等7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院批准
逮捕；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唱天下会所股东刘某某
等15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南昌市公安局
红谷滩分局取保候审；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等有关部门16人在任职期间，未按规定履行
职责，受党纪政纪处分。

案例三

江西省南昌市白金汇酒店
唱天下KTV“2·25”重大火灾事故

（一）火灾基本情况
2017年 2月 5日 17时 20分许，台州市天

台县赤城街道春晓路60号春晓花园5栋5-1
号天台县足馨堂足浴中心发生火灾，该单位是
个体工商户，其经营场所为租赁的一至二层商
铺，营业面积约98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为叶
爱钧等8人。经查，足馨堂2014年装修投入
营业以来，没有建立专门的消防安全规章制
度，也未对员工进行必要消防安全知识技能培
训和疏散逃生演练。该起火灾共造成18人死
亡，18人受伤。

（二）火灾原因
起火原因是足馨堂2号汗蒸房西北角墙面

的电热膜导电部分出现故障所致。

（三）火灾责任及处理情况
足馨堂股东、法定代表人厉某等9人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责任，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台州
市政府、温岭市公安局、天台县公安局等6人受
党纪或政纪处理。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
“11·18”火灾事故

案例二

浙江省台州天台足馨堂足浴中心
“2·5”重大火灾事故

案例六

海口市琼山区
金花新路住宅楼

“3·5”电动车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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