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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责任落实有力 基础建设有力 火灾隐患整治有力

忠诚消防 法治消防 智慧消防
善战消防 美丽消防

九江消防获省考核组高度肯定

九江消防 10 名政府专职
消防员和消防文员
获省级表彰

省考核组来浔检查。
省考核组来浔检查
。
本报讯（刘佳明 涂小龙 浔阳晚报记
者 鄢明亮）2 月 8 日至 9 日，以省人社厅副
巡视员黄小刚为组长的省政府考核组一行
莅临九江，对九江 2017 年度消防工作完成
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考核。九江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张荣先，市政府副秘书长时小林，
市公安局副局长陈祥滔，永修县委书记应
炯，市消防支队支队长马剑明及相关单位
负责人陪同检查。
检查期间，考核组一行通过听取汇报、
查阅台账、实地检查、现场询问等方式，检
查了市、县（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落
实消防安全责任、夯实消防工作基础、推进
消防队站建设等方面情况,实地查看了恒大
江湾在建工地、市第一人民医院八里湖总
院、联盛快乐城及永修县虬津镇专职消防
队、山湖湾社区等单位场所。
反馈会上，时小林副秘书长代表市政
府从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消防基础设施建
设、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等三个方面，全面汇
报了 2017 年度九江市消防工作总体情况。
省人社厅副巡视员黄小刚高度肯定了

九江市 2017 年度消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他表示，九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工
作，狠抓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断加大经费
投入，深入推进消防管理创新，着力提升消
防安全保障水平，全市消防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消防
责任落实有力。九江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消防工作，市长林彬杨等党政领导多次对消
防工作做出重要批示，
并亲临社会单位检查
消防工作，为消防工作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
二是消防基础建设有力。全市各级优先
保障消防工作，
全年落实消防经费 1.3163 亿
元；投资近 7000 万元、建筑面积近 2 万余平
方米的消防指挥中心大楼已正式投入使用，
投资 600 余万元完成消防指挥中心实战化改
造，消防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三是火灾隐
患整治有力。支队研发“全警情录入+消防
执法”
“+公安派出所监管”
“+消防行政审批
服务网上办事”
等 7 个系统，
承办了全省消防
信息化暨派出所消防执法规范化建设现场
推进会，全市新建市政消火栓 1209 个，推动
社会单位、高层建筑和社会福利机构安装独

立式感烟探测报警装置 8320 余个，
进一步提
高了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消防监
督工作效率。四是消防宣传教育有力。九
江的社会消防宣传形式多样，氛围浓厚，消
防宣传提示在户外广告牌、沿街电子屏、社
会单位内部都比较常见、
多见。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黄小刚副巡视员
结合检查情况对九江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消防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鹿心社书记、
刘奇省长重要批示精神，把消防工作作为
事关民生的基础工程抓紧抓好；二要深入
贯彻《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党委
政府为主导，全面发动各个行业部门，切实
解决重大消防安全问题；三要以隐患整改
为抓手，
持续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最后，时小林副秘书长代表市政府对
考核组莅临九江检查指导工作表示感谢，
并表示一定会以此次考核督导为契机，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进一步
抓好当前火灾防控工作，全力确保全市火
灾形势持续稳定。

章新亮春节前夕赴贵州看望慰问鲁信烈士家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亮）春节
前夕，九江支队章新亮政委专程赴贵州安
顺看望慰问在“10.31”事故中英勇牺牲的鲁
信烈士家属，带去了总队和支队对鲁信烈
士家属的关怀和慰问。
在烈属家中，
章新亮政委与鲁信烈士家
属进行了促膝交谈，
详细了解了其生活情况
和身体状况，
表达了对烈属的崇高敬意和深
切问候，
并送上了春节慰问金。
“鲁信烈士为
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将年轻而宝贵
的生命献给了光荣的消防事业，
是九江消防
官兵的骄傲，也是安顺人民的骄傲，我们永
远不会忘记他。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
我们
将全力帮助解决。
”
章新亮政委动情地说。
在交谈中，章新亮政委高度赞扬了鲁

一、优秀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姓 名
徐唐永
秦 斌
艾子琪
王 阳
潘隆宝
孔德友
陶 涛

所属单位
修水县政府专职消防队
八里湖新区政府专职消防队
八里湖新区政府专职消防队
瑞昌市政府专职消防队
浔阳区政府专职消防队
濂溪区姑塘镇政府专职消防队
彭泽县政府专职消防队

二、优秀消防文员
姓 名
袁春燕
黄菊花
杨晓林

所属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消防站
九江市修水县公安消防大队
九江市开发区公安消防大队

九江市开展 2018 年
市本级政府专职消防员
招聘体能考核工作
政委章新亮（左三
左三）
）看望鲁信烈士家属
看望鲁信烈士家属。
。
信家属对消防部队的奉献、理解和支持，并
希望他们一定保重身体。鲁信烈士父母表
示，感谢部队和各级领导对其家人的关心

和照顾，他们将努力从失去鲁信的阴影里
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好好把鲁信的妹妹
培养成才。

马剑明带队突击检查九江新天地消防安全
本报讯（汪洋 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亮）
为确保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地有声”，切实
消除人员密集场所重大火灾隐患，近日，支
队支队长马剑明带队对九江新天地开展消
防安全检查。
检查中，马剑明听取单位负责人对本
单位消防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对单位
的安全出口是否堵塞、占用、锁闭，消防设
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进行全面检
查。针对九江新天地室内消火栓水带缺
失，消防软管卷盘安装不到位，消防水泵房
应急照明设施损坏、消防控制室火警未及
时排除等安全隐患问题，检查人员责令单
位立即进行整改。
针对检查情况，
马剑明支队长提出三点
具体要求：一是加强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
实。要牢固树立抓好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
意识和危机意识，进一步健全消防管理机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亮）2017
年，全省政府专职消防员队伍紧紧围绕总
队党委提出的“站稳全国第一方阵、打造
江西特色样板”战略目标，与公安现役消防
官兵共筑社会安全“防火墙”，同守灭火救
援“最后一道防线”，为全省火灾形势的稳
定和部队建设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政府专职消防员。为表彰先
进，鼓舞士气，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导作用，根据《江西省合同制消防员管理实
施细则》
（赣公消发〔2014〕99 号)，经层层推
荐，逐级审核，总队决定，对下列 78 名优秀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40 名优秀消防文员予
以表彰通报：

支队长马剑明（左一
左一）
）检查新天地
检查新天地。
。
制、落实消防安全措施、明确部门监管职责，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和设施维护和安全防范
工作，
把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到实处。二是单
位负责人、工作人员、控制室人员、设施维保
人员要认真部署值班安排，
强化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
确保人员在岗在位。立即组织

开展
“一警六员”
培训和疏散逃生演练，
让每
名员工做到
“会报警，
会疏散，
小火会用灭火
器，
大火会用消火栓”
，
有效避免火灾事故的
发生。三是要对消防器材设备进行定期进
行调试和维修保养，
对发现的隐患故障要立
即制定整改时间表，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体能测试现场。
体能测试现场
。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亮）2 月 6
日下午，2018 年市本级政府专职消防员招
聘体能考核在八里湖体育馆进行。九江市
政府办公厅、市应急办、市人社局、消防支
队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监考。此次体能测试
主要有 3000 米跑（1500 米女）、100 米跑、4×
10 米往返跑、俯卧撑、立定跳远等项目。在
考核工程中，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竞争、择优的原则，九
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科、市公
安局分别派出专人队伍监督此次体能测试
考核，并且现场扫描了参考人员身份信息，
确保了考试的公开、真实。
当前，体能测试工作已结束，九江支队
将择优进入下一步健康检查，结合最后考
试成绩最终确定聘用名单并公布，为消防
部队注入新的血液。
（本版图片由消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