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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30日，我市举行消防救
援站布防新模式推广会，会上宣布高
新区理想城消防救援站、芝罘区三站
消防救援站正式投入使用。市领导实
地查看，详细了解了我市区域消防救
援站建设情况，对新建的集约高效、特
色文化品牌队站创建给予肯定。

近年来，我市立足于探索破解现代
城市消防救援“高效密码”，重点进行了
区域消防救援站建设，并已实现了从粗
放管理、千篇一律向集约高效、特色鲜
明转变，开创了区域消防救援站高质量
发展的全新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建
强中心站、织密辐射站”的网格化布局、
高效全勤指挥联动、现场应急通讯保障
及全面消防救援力量优化布防，让“远
水救不了近火”的窘境一去不返，城市
消防安全得到极大提升。

极速抢险，消防救援站
建设是“头号”工程

3分钟内能做什么？
2021年 7月20日 6时5分，大海

阳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指挥中心命令，
位于山东烟台芝罘区青年南路鲁东大
学东门北车祸困人，立即出动1个抢
险救援单元赶赴现场。

大海阳路消防救援站自建成守护
所辖区域，抢险救援速度大大提升，指
挥员孙英超计算3分钟左右即可达到
现场，即使是这样短的时间，他仍然能
够在途中的这段时间内联系报警人，
进一步了解现场情况，明确一辆小型
货车追尾轿车，货车驾驶员双腿卡在
驾驶位置，凭借他多年的救援经验，快
速安全有效的救援方案立即部署给出
动的消防指战员。

6时8分，救援站人员到达现场，
救援人员迅速使用破拆工具组进行破
拆救援，6时18分被困司机被成功救
出，并移交120。6时20分，现场处置
完毕队站返回。这次救援，从接到报
警到人员解救成功总计只有13分钟，
这样的极速抢险，已经在我们的身边
实现。

据了解，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高层地下建筑、人员密集场所
和易燃易爆单位逐年增多，火灾及各
种险情持续增加。如果初期处置不及
时，极易造成后果扩大，尤其是火灾，
如果能够在初起阶段得到有效控制，
及时疏散人群，将有效避免或减少火
灾伤亡和损失。同时，对于其他多种
类的救援，一样需要争分夺秒。

于是，加快推进消防队站等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城市消防安全
布局，使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匹配、相适应，成为现代城市消防救援
的关键重点。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消
防基础建设，自2018年启动建设区域
消防救援站以来，全市目前共有50个
消防站，其中41个已建设完成，在建9
处。今年，市政府又以办公室一号文
件印发了《烟台市消防站建设工作规
划（2021-2023年）》，出台了消防站建
设三年规划，明确了新建36处消防站
的目标任务，这在烟台消防史上是前
所未有的。

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委李飞在
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支队党委将消
防队站建设摆上各级党委“头号”工程
来抓，主官挂帅成立领导小组，建立

“主官牵头主抓、挂点领导推动实施、
专人专责跟踪落实”的责任体系，多次
召开党委会、行政办公会研究解决队
站建设难题。

“区域消防救援站可以最大限度
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
是消防事业长远发展的主要方向。”李
飞说：“对此，我们不仅要做好，还要在
之前已经落成的消防站基础上进行提
档升级，融合品牌意识，发挥创新思
维，形成文化特色，由粗放管理向集约
高效转变，真正做到让党委政府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

集约高效、特色鲜明，品
牌队站“亮点纷呈”

9月 30日上午，市领导来到新近
落成的烟台市芝罘区三站消防救援站
实地观摩，并对新建的高新区理想城
消防救援站进行了详细了解，对两大
消防站展现出的多功能、高效率、有特
色、品牌化建设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三站消防安全工作，
三站市场服务中心、消防救援支队统
筹考虑该区域火灾危险性、周边道路
交通等情况，经过全方位考察与评估
后，决定利用汇通广场C座1328平方
米的商业网点，组建三站消防救援

站。该站编配消防员30人，配备消防
车4辆，投入执勤后主要负责该市场
内消防安全流动巡逻、日常消防宣传
培训、初起火灾扑救及周边区域4公
里范围内的消防勤务等工作。

现场，芝罘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
员王振鑫介绍了特别设计的队站徽
标，让观摩团眼前一亮。该标徽将三
站首字母“SZ”变形组合，形成盾形外
形，同时总体轮廓为字母S，代表救援

“Save”，并加入建筑剪影元素，代表
辖区内商超综合体及其他建筑群，寓

意三站消防站守卫一方平安。上下结
构代表紧握的双手，寓意指战员团结
一心，服务为民，闪电元素寓意快速响
应，快速救援。

此外，该站根据“灭早灭小灭初
期”的区域设置宗旨，打造“快速响应
高效联动”板块，明确了十快（接警快、
出动快、到场快、侦察快、救人快、布阵
快、展开快、出水快、排烟快、控火快）
灭火作战行动准则，以灭火救援与执
勤战备精彩瞬间为素材，时刻激扬队
员青春，锤炼过硬战斗力。

而另一所新建的高新区理想城消
防救援站同样特色鲜明。

走进高新区理想城消防救援站，
虽然建筑面积仅有547平方米，但却

“五脏俱全”，时刻备战的接警室、器材
库、站务部让人觉得安心；休闲娱乐
区、电子阅览区让人觉得舒心；别致的
休憩凉亭让人有回到家的温馨……

据介绍，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党
委想队员之所想，思队员之所需，利用
有限的场地，开辟了生活模块、综合模
块、执勤模块、党建模块四大区域，并
以打造“花园式队站”为品牌特色，让
该队站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道安全
屏障，也是一道绚丽风景。

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邵维
平表示，该区域消防站以“一切为战，
以站领建”为目标，立足建设具有消防
执勤、学习生活、训练休息等功能齐全
的烟台市首个模块化消防站，在打造

“花园式队站”的同时，该站还满足“快
速出动、及时响应、灵活处置”的需求。

据了解，两处消防站设计之初就
牢固树立“创新”与“精品”意识，无论
是美观度、舒适性还是实用性、功能性
都较以往有了跨越式发展，映射了全
市区域消防站建设“因地制宜、一站一
品”的创建方向。

通过这种“打破思想藩篱”的建
站思路，目前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已
结合专业队建设，接连树立了重庆大
街消防站“三武四严”、西郊消防站

“六战六练”、惠安小区消防站“隧道
之光”文化品牌，未来在立足精品意

识和典型意识的基础上，区域消防救
援站的打造效果，更会因地制宜，一
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强。

全勤指挥，应急通信，协
同配合提质增能

现代城市的消防救援，离不开区
域消防救援站的建设，更需要全勤指
挥、应急通讯保障协同增效。

在全勤指挥方面，烟台市消防救
援支队着重打造了一体化交班、扁平
化指挥、常态化培训的全面系统，以
推动全勤指挥部提质强能。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消防救援支
队制定下发了《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一
体化交接班工作实施方案》，围绕警
情汇总分析、车辆装备检查、执勤实
力调整、重点工作安排，支队、大队、
救援站每周一同步组织、集中实施、
集体观摩。发挥指挥中心信息中枢
功能，向三级值班人员集中通报全市
灭火和救援情况、人员在位和勤务情
况、车辆执勤和维护情况、火灾隐患
投诉举报等信息，全面掌握当前消防
安全和执勤战备情况。

同时，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动
适应形势任务需要，建立“全勤指挥
部+指挥专班”作战指挥体系。规范
三级指挥程序。制定下发《全市消防

救援队伍灭火救援组织指挥程序》，
对支队全勤指挥部、大队、救援站三
级组织指挥程序进行规范，明确各级
指挥岗位职责分工和指挥流程。通
过常规警情层级指挥，增加全勤指挥
部出动频次，出动2个以上消防救援
站时启动支队级响应程序，人员集
结、灾情研判、远程调度、出动指挥，
坚持战中练、练中学、学中进；特殊警
情模块指挥，挑选战训业务骨干成立
2个指挥专班，协助处置较大规模火
灾事故和各类特种灾害。结合作战
编成试点工作，探索由指挥专班对水
域、地震、石化、高层、森林等专业队
实行“指挥专班—功能单元”扁平化
指挥模式。

在应急通信保障方面，立足“机动
高效”通信基础编成和“三纵四横”通
信网络支撑，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构
建了与新时代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相适
应的通信保障体系新格局。

采访中，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信
通科科长赵树海告诉记者，目前支队
在应急通信方面，强化装备、人员、训
练、机制等四个方面建设，组建了支
队级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大队“轻骑
兵”和救援站“速报员”保障小组，配
备六大通信模块，划分前突、遂行、后
方三个小组进行通信保障。同时，依
托配备的通信车辆器材，搭建支、大、
救援站三级组建的“三纵”和“天空地
下”组建的“四横”通信网络，根据灾
害现场规模按编成出动，实现有线、
无线、卫星、自组网等多种网络“接力
传输”，利用多种通信手段构建可视
化指挥体系。同时，建立“正规化”保
障机制、“遂行共享”联动机制、运维
保障机制，聚焦实战打赢能力，确保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域、任何复杂环
境下应急通信畅通，为辅助决策指挥
提供信息支撑。

中心站辐射各区域站，
全面织密“布防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结合
区域消防救援站建设的网格化布局，
我市正大力推进“布防网”全覆盖，并
通过开展队站布防、战区布防、专业编
队布防、社会力量布防四种布防模式，
推动灭火救援工作由“被动应战型”向

“主动经略型”转变。
“消防救援力量全面优化布防，最

能体现出一座城市整体消防安全水
平。”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张良
忠表示：“我们以统筹谋划为支撑，以
联合作战为目的，以灾种牵引为导向，
以资源整合为契机，已经在烟台全域
范围内构建密致高效联动的布防网
络。”

记者了解到，在“队站布防”方
面，目前，全市已投入执勤消防站37
个，按照“建强中心站、织密辐射站”
的原则，支队已完成14个“中心站”、
23个“辐射站”的队站布防体系，实现
了“中心站”主力攻坚、“辐射站”快速
反应的战备模式。同时，今年时间内
将完成 14处新建消防站建设任务，
三年内，全市总计有 85处消防站投

入使用，进一步将这张“布防网”交织
到密不透风。

在“战区布防”方面，市消防救援
支队根据地域特点、队站数量、执勤实
力等因素，将全市划分为东部、北部、
南部三大责任区，分别涵盖6个、5个、
3个大队。每个战区设置2-3名战区
指挥长，由灭火救援经验丰富的大队
主官轮流担任，建立战区指挥长值班
备勤制度，先于全勤指挥部响应出动，

实现“指挥力量前置、区域协同作战”，
切实发挥快速反应、熟悉情况、配合默
契的优势。

同时，开展“专业编队布防”。按
照最大、最难、最不利原则，根据灾害
事故类型、分布、危险系数等因素，按
照“有的放矢、专业攻坚”的原则，精准
布防“高、低、大、化、林、震、洪、交、隧”
9支专业作战编队。并按照“立足辖
区、驰援全市”的原则，根据作战任务
需求，“整编制”调集相关专业编队到
场处置。在刚刚结束的全省地震救援

拉动演练中，支队地震救援专业编队
建设成果得到有效检验。

此外，以资源整合为契机，开展
“社会力量布防”。支队制定并提请政
府下发《烟台市应急救援力量联调联
战工作实施方案》，按照“专长结合、协
同应对”“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科学
研判、互通信息”的工作原则，将74支
政府应急救援力量、39支企业应急救
援力量、11支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纳入

统一调度指挥，同时将微型消防站和
应急救援专家纳入布防体系，明确“日
常工作机制”和“战时运行机制”，确定
作战力量编成，共享应急救援资源，推
进联动保障建设。

可以预见，随着区域消防救援站
的接连落成，全市“布防网”的不断完
善，我市消防安全将开创新的发展局
面，现代城市的消防救援工作在魅力
港城，正翻开它的崭新一页。YMG全
媒体记者 孙文琦 王鸿云 通讯员 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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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三站消防救援站

高新区理想城消防救援站。

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快速接警。

大海阳路消防救援站大海阳路消防救援站1313分钟极速救援分钟极速救援。。

三站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在市场内开展巡逻。

解锁现代城市消防救援“高效密码”
——烟台全区域消防站网格化建设步入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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