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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消防指挥中心和消防站正式
启动建设，建成后将更好保障三沙岛礁消防
安全；

——三亚市吉阳区港门村社区小型消防
站正式投入使用，是三亚市首座标准化小型
消防站；

——遥控型消防灭火排烟机器人投入执
勤，最大限度保障一线消防指战员人身安全。

……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消防站，一件件高精

尖的新装备，诉说着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一次
次美丽的蜕变，一次次华丽的转身。

海南建省初期，基础差、底子薄、经济不
发达。而依赖地方经济支持建设的消防队
伍，营房设施、消防装备几乎一片空白。“大队
租用有关单位的旧房办公；中队驻扎在废弃
的火葬场；消防员洗澡间没有顶棚……”这是
上世纪 90年代初基层消防队伍的现实写
照。“某地政府近20年没有购买过一辆消防
车；某县一年的消防投入仅2万元；某县的消
防车没有油开不出去……”这是全省消防救
援队伍曾经有过的真实状况。

面对制约基层队伍发展的种种困境，省
消防救援总队党委一班人达成了“抓基层、强
基础、固根基”的共识，一边积极主动向省委
省政府及各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一边派
员深入各市县协调解决制约建设的“瓶颈”问
题。在大家的不懈努力和持续推动下，各级
政府加大了对消防的投入力度，消防救援队
伍各项基础建设步入了快车道。如今，省消
防救援总队从建队初期的11个执勤中队到
如今的138个，从 32辆消防车发展到606
辆，配置各类装备器材达到11.3万余件，消
防队站布局全面优化，装备建设实现由单一
灭火器材向特勤装备、新技术装备等综合应
用的转变。

2018年，省消防救援总队提请省公安、
规划、国土、住建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强小型消防站等公共消防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的意见》，推动各市县在商业密集区、耐火等
级低的建筑密集区、老城区、历史地段或街区
等火灾防控重点区域，灵活建设小型消防站，
并纳入当地119指挥中心统一调度，补齐城
市消防站覆盖盲区，提高消防处警效率，实现
火灾“打小、灭小”目标，真正打通了灭火救援

“最后一公里”。2018年 5月 7日 14时 45
分，三亚市河东路港门村一路四巷发生火
灾。附近新建的港门村小型消防站快速响
应、迅速处置，成功疏散一名被困群众，这是
该站建成后首次建功，也是全省小型消防站

“小阵地”发挥“大作用”的缩影。随着全省各
地19个小型消防站的陆续建成投入使用，这
样的战例数不胜数，为减少火灾亡人、降低火
灾损失发挥了灭火“先锋队”的作用。

近两年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先后印发
了《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若干措施》《关于推
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海口市政府将
消防专项规划纳入江东新区总体规划，把消
防队站、装备建设等纳入重要内容。省住建
厅把消防基础设施等7项内容列入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范畴。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全省
消防工作和消防救援队伍转型升级积蓄了更
加充足的发展劲头，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发展
基础。

挺立潮头永争先，而今迈步从头越。随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推进，各级党委政府
对消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对消
防安全有着更高的期待，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
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会精神，忠实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奋发有为，锐意进
取，加快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服务自贸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撰稿人 钟坚）

转型升级启新程 提质强能正远航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隶转型升级工作纪实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
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
诚为民，坚决做到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
练本领，不畏艰险、不怕牺
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
的一切。”2018 年 11 月 9
日，这铿锵有力的誓言久久
回荡在人民大会堂。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华灯璀璨，气氛庄重热
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授旗并致训词，明确提出
了“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四句
话方针，指引这支全新的人
民队伍举旗定向、踏上继往
开来的新征程。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从1989年成立的武警海南
省消防总队到2019年挂牌
的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从
“橄榄绿”变成“火焰蓝”，30
载，既见证了海南改革开放
取得的巨大成就，又紧跟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区（港）的
步伐，秉持海南消防人护航
海南经济建设发展的初心，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辉
煌。特别是改革转隶以来，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
精神，切实把思想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
上，充分发扬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打
造具有岛屿特色、特区特点
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全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筑牢消防安全屏障，当好党
和人民的“守夜人”。

——省消防救援总队被应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评为“安全工作先进总
队”、连续2年在海南省定点扶贫工作
成效考核中评定为“好”；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被授予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万宁市消防
救援大队被评为“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昌江黎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被评为

“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改革转隶以来，9个集体、21

名指战员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324名
指战员立三等功。

……
一个个亮铮铮的荣誉，一份份沉甸

甸的褒奖，凝聚着全省消防指战员努力
的汗水，展现着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改革
转隶后骄人的风采。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
党，才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大考，省消防
救援总队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教育引导广大消防指战
员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践行“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上争当
先锋，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上作好
表率。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队伍
有没有凝聚力，离不开党委的正确引
领。”谈起消防改革期间队伍建设，省消
防救援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盛永中
介绍，省消防救援总队严格落实党委统
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
主官职责分工规定，以加强各级领导班
子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
切入点，相继制定出台了总队党委加强
班子自身建设“851”制度，部署开展

“大学习、大调研、大整训、大比武、大表
彰、大宣传、重惩戒”六大一重活动。每
一滴水珠，都蕴藏着奔腾的力量。在总
队党委班子“不做清谈客，争当实干家”
的引领表率下，各级党委班子的核心领
导能力不断提高，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上
下掀起了干事创业的热潮，涌现出了

“最美退役军人”陈小能，“海南青年五
四奖章”陈小能、刘振，“海南省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吴挺裕、黄政，“拥政
爱民模范个人”扈存鹏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人物。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好制度是推动队伍建设和发展的
源头活水。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推行

“送奖到家”、悬挂“消防员家庭”光荣牌
活动，建立“一人立功受奖、全家共享荣
光”表彰机制，组织优秀指战员及家属
疗养，开展立功受奖指战员子女夏令营
游学活动，协调解决指战员子女入学、
家属就业等问题，切实解决指战员的后
顾之忧，增强了全体指战员的改革信
心，凝聚了改革的磅礴力量。

改革伊始，东风劲吹！在消防救援
队伍改革关键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和
职能部门鼎力支持、关爱有加，省委省
政府召开会议，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继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在全国首个印发《关于
做好消防救援队伍转隶过渡期间相关
工作的通知》的优待政策后，全省各市
县党委政府也陆续出台260余项消防
队伍保障措施，为全省消防救援队伍
改革提供了强力保障，极大激发了广大
消防指战员献身改革的强大热情。

——2018年12月12日，省消防救援
总队在三亚市半山半岛海域举行近海水域
综合演练；

——2019年4月30日，省消防救援总
队100名消防指战员圆满完成防风减灾综
合救援军地联合演练任务；

——2019 年 10月 30日，在全国首届
“火焰蓝”救援技能对抗比武竞赛中，省消防
救援总队名列全国第九，创造历史性突破；

——2019年12月24日，省消防救援总
队圆满完成琼州海峡客滚船海上应急救助
综合演练任务。

……
一次次针对性的实战演练，一个个突破

性的竞赛成绩，是省消防救援总队铸造硬核
救援能力的缩影。

“海口秀英区椰海大道海南亚蔬高科技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仓库着火，情况危急，请
求救援……”2018年8月1日18时20分，一
个紧急的报警电话在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
全勤指挥中心响起。接到报警后，海口消防
救援支队立即调派12个消防救援站和1个
战勤保障大队共167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
置，现场仓库过火面积近4000平方米，指战
员历经8个小时的鏖战，成功将险情排除。
这是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大力开展实战化训
练演练，队伍应急救援能力转型升级的一个
典型例证。

海南属岛屿省份，消防应急救援外部增
援难度大，全面提升全省消防应急救援能力
势在必行。改革转隶后，面对职能任务的拓
展，省消防救援总队按照“国家队、主力军”
定位，瞄准“全灾种、大应急”的新要求，坚持
开展全员岗位大练兵，全员动、全岗训，通过
考核、竞赛等措施，达到以赛促训、以训促战
的效果，加快队伍从传统向新型、从“一专”
向“多能”转型升级，确保关键时刻召之即
来、战之必胜。针对全省石油化工、水域山
岳、台风等典型灾害事故，省消防救援总队
组建了综合应急救援机动支队和国家水域
救援三亚大队，建立完善地质灾害、工程机
械、石油化工、战勤保障、应急通信等专业救
援力量，创新石化区灭火救援“四联”机制，
推动建设森林专业灭火队伍，与三一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构建海陆空一体化消
防救援体系。同时，每年开展城市大型综合
体、船舶灾害事故、近海水域救援等系列实
战演练，并强化琼港深度合作，先后5次与
香港消防处开展互访和联合训练，500余名
指战员获得各类资质认证，指战员的业务素
质和实战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赴汤蹈火，有最美的逆行！翻开战斗记
录，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从不缺乏惊心动魄的
打赢大战恶战的例子。无论是面对熊熊烈
火，还是处置各类急难险重的抢险救援任
务，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都创下一个又一个奇
迹。2018年3月24日，临高县博厚镇海南
炎陆集团有限公司木材堆垛着火，106名消
防指战员经过昼夜奋战成功将大火扑灭；
2018年12月24日9时49分，海南环岛高速
公路海口往三亚方向169公里处一辆大货
车追尾一辆装载18吨液化天然气槽罐车引
发泄漏，90名消防指战员经过12个多小时
奋战成功处置险情……近两年来，全省消防
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14126起，抢救被困人
员2905人，疏散被困群众6472人，抢救财
产价值3.9亿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赴汤蹈
火的铮铮誓言。

除各类应急救援现场外，在火箭发射、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南岛欢乐节等重大活
动现场，消防指战员始终排查、驻守、巡逻在
一线，用辛勤的汗水确保了各类大型活动的
消防安全。

——全面实行“双随机、一公开”
和全岛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告知
承诺制；

——出台服务海南自贸区（港）建
设“七项措施”，多角度改进服务水平；

——关口前移，为重大项目提供
技术服务，确保不留先天隐患，为项
目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
一项项便民利企的新政策，一个

个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措施，诠释着全
省消防救援队伍竭诚为民的大情怀。

“消防执法是直接为社会服务，
是体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关
键所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李
勇介绍，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和
检验消防工作的根本标准，悉心体察
人民群众的感受，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的新期待新要求。

改革转隶后，省政府研究制定了
《关于加快推进消防执法改革的实施
意见》，消防救援队伍深化“放管服”
改革，依法向住建部门平稳移交建设
工程审查验收工作职责，实行“双随
机、一公开”和全岛公众聚集场所消
防安全告知承诺制，将消防行政审批
事项纳入政府一体化平台，实行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同时，各级消防救
援机构主动前移服务关口，对影响民
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重大
项目，指派技术骨干上门为企业提供
消防安全服务，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消灾弭患，是庄严的承诺！省消
防救援总队坚持预防为先，下好先手
棋，提请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海
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推动各
级党委政府、行业部门、社会单位落
实消防安全责任，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不断完善。联合有关部门编制出台
《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
标准》《海南省学校消防安全标准化》
等地方标准，颁布我国第一部《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消防安全技术规程》，
为火灾防控工作提供了标准规范。
省消防救援总队把构建社会火灾防
控体系作为一场长期的攻坚战来打，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社会反映
最强烈的9类突出消防安全问题，提
请省政府对48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进行了集中挂牌督办、曝光，持续有
针对性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有效扭转了电动车火灾多发亡人的
严峻形势，海口、三亚等重点地区火
灾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的老城区、城中村、商
业区消防安全条件逐步改善。两年
来，全省共检查单位6.3万余家，整改
火灾隐患6.2万余处，临时查封321
家，责令“三停”285家，行政拘留32
人。防火工作，宣传先行。省消防救
援总队始终把消防宣传作为火灾防
控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紧紧围绕
消防知识进万家的主线，持续走进社
区、农村、学校、企业、家庭开展常态
化、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培训，不断提
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2018年度省政府在国务院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中被评为优
秀。2019年，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火
灾事故，火灾亡人数创近9年最低，海
口市实现连续27个月火灾事故“零
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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