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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消防安全委员会与省教育厅冬春火灾防控工

作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冬春季节火灾防范工作，压紧压实消防安

全责任，落实落细重点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确保学

校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经学校研究自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全校集中组织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现制

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贯穿到工作之中、贯穿到安全生

产全过程。聚焦重点领域、重要场所和重大活动，全力开展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推动贯彻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部门“三个必须”监管责任落实。紧紧围绕



全面提高学校火灾防控能力，全面提高全校师生员工消防安全意

识，全面提高消防基层基础建设水平，强化各项防控措施，实施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精准治理，坚决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

确保学校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二、主要工作任务及措施 

（一）做好消防基础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制订完善《徐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健全各级消防管

理组织，完善各类制度规范，明确各级岗位工作职责，做实常规

检查监督，规范各类隐患管理，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深化消防“安

全标准化、监管流程化、岗位责任化、基础信息化”建设，构建

层层、时时、事事有人负责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切实提高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 

2、全面推行消防网格化管理。建立健全全校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体系，逐级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逐步达

到消防安全网格规范化管理。 

3、进一步落实物防技防措施。推行全校“智慧消防”建设。整合

学校资源，建设消防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消防控制室远程监控系

统。搭建全校消防信息化管理平台，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将各类

消防检测信息与手机互联互通，校内相关责任人、消防监督员、

网格管理员、消防站队员和保安巡逻人员，可实时接收火灾报警



信号，查看相关检测数据，逐步实现消防安全信息化管理。完善

楼宇消防设施建设，增设消防应急灯、疏散逃生标志、区域公共

消防箱等设备，提升物防水平。 

4、切实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加大学校微型消防站建设力度，逐

步实现各消防重点部位微型消防站全覆盖。进一步充实学校消防

站专兼职消防人员队伍，完善消防应急救援设备器材配备，定期

开展专业培训，强化消防队伍专业化建设。 

5、完成校内消防重点部位的重新确定，深入剖析消防安全重点部

门情况，全面开展校内消防重点要害部位重新确定，确保消防工

作落实有重点、无疏漏。 

（二）加强宣传教育与消防培训 

1、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各学院、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学校

各类媒体、网站等宣传平台，开办冬春火灾防控专题专栏，在校

内各楼宇设置宣传展牌，宣传消防法规、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及

时报道防控工作开展情况。积极开展消防安全“进班级、进宿舍”

活动，拓展安全教育渠道、拓宽教育覆盖面。 

2、组织消防安全培训。针对性的开展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

管理人、教职员工和物业、保安人员等群体的消防安全培训，应

急疏散演练，消防演练等，增强各层级消防责任人的安全防火意

识，提高其防火能力。 

（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1、排查摸清安全基本情况。保卫处组织排查校内所有单位组织设

立、制度规范、设施器材、安全管理、检查督查、预案管理等消

防基本情况，建立消防安全台账，建立完善校内消防安全户籍化

管理模式。 

2、开展安全隐患单位自查。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各自具体情况，

组织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安全自查工作，摸清自身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掌握消防安全高风险区域情况，尤其是对实验室、

图书馆、档案馆、学生公寓、食堂、商铺、场馆、配电室、建筑

工地等重点要害部位以及人员密集场所要做到情况明、底数清。 

3、实施安全隐患全面排查。由保卫处牵头，各部门配合，按照《省

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省教育厅、省应急厅、省

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开学复

课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聚焦学校消防安全重点领域、重

点场所，进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对宿舍、

食堂、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配电室、高层建筑、施工场地

等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检查排查力度，定期查、深入查、反复查，

确保不留火灾隐患。实现校园内隐患排查无死角、无疏漏。 

4、强化整改落实。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列出清单，及时反

馈，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

施，监督整改效果，确保整改到位。 

（四）聚集重点实施专项整治 



1、紧盯重点场所。加强对宿舍、食堂、校内经营场所、教学楼、

实验室、图书馆、配电室、高层建筑、施工场地等重点场所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违规

动火动焊、私拉乱接电线、占堵疏散通道、损坏消防设施等问题，

落实严防严控措施，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2、紧盯重要节点。元旦、春节、元宵节前后，组织对校内节庆活

动、各项大型活动等人流物流集中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针对

临时设施搭建、电气线路敷设等环节，督促有关单位落实安全防

范措施。 

3、紧盯重点环节。集中排查管理制度不健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的现象，及时反馈要求限期整改。针对宿舍、食堂、实验室等

区域，督促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三清三关”（清理楼道、走廊、

阳台等区域可燃杂物，离开房间后及时关闭火源、电源、气源），

加强火源、电源、气源管理严防发生火灾。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积极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具备定

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充电设施建设。认真

贯彻落实《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禁止电动自行车在疏

散、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违规停放充电。深化电气火灾综

合治理，集中整治乱拉乱接电气线路问题，及时更换老化损坏的

电气线路，抓好源头治理。严格划线规范管理，优化完善校内消

防车通道标识、各场所消防疏散示意图的设计与设置，持续推进

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工程。集中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建筑板材和



隔热保温材料。对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建筑板材和隔热保温材料的

场所组织集中摸排，集中整治。 

三、具体工作安排 

（一）部署发动阶段（2020 年 1l 月 30 日前） 

学校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按照

学校要求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广泛发动，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

方案。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0 年 12 月 1 日--2021年 3 月 15日） 

按照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定期研判调度，各相关职能

部门联合组织检查督查，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工作落实。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1 年 3月 16 日--2021年 3 月 25日） 

学校组织联合检查考评小组，总结经验做法，建立完善火灾

防控工作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冬春季节风干物燥，气候寒冷，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大

量增加，国家重要活动节庆活动多，火灾风险剧增。务必引起高

度重视，认真吸取校内外多起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教训，克服松懈

思想和消极情绪，扎实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二）注重工作实效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研究确定本单位今冬明春开展火灾防控

工作重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逐级动员部署，层层分解落实，

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处。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按照火灾隐患

整治相关要求，坚决彻底整改。 

(三)严格进行督导 

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及时督导、跟踪问效，对安全责任制

落实不力、整改火灾隐患不及时的，要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实

施问责。 

 

 

 徐州工业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1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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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自查清单 

      

单位名称（盖章）：                                负责人：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1.安

全责

任体

系落

实情

况 

1.是否按“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要求，全面

压实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责任体系

和管理制度体系是否健全，是否定

期开展安全风险研判 

1. 

2. 

3. 

…（下同） 

 
1. 

2. 

3. 

…（下同） 

   

2.是否明确一名领导负责安全工

作并按规定设置安全工作人员 
 

     

3.是否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机

制，安全工作台账、问题清单、责

任清单、整改清单是否完备  

 

     

4.重要时间、敏感节点是否按规定

落实值班制度 
 

     

5.是否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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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各类应急预案 

2.安

全教

育开

展情

况 

6.是否集中开展实验室及危化品

安全、消防安全、国家安全、治安

防范、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预防

网络诈骗等各类安全专题教育 

 

     

7.是否建立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

定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3.实

验室

及危

险化

学品

安全

管理

情况 

8.安全责任体系是否健全  
     

9.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 
      

10.安全运行机制是否建立 
      

11.安全管理职责是否明确具体 
      

12.安全宣传教育与准入制度是否

严格落实 

      

13.个人防护与环境保护措施是否

落实 

      

14.危险源的采购、运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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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使用、转移、处置等环节是否规范

并全过程监管，建立分布档案和使

用台帐 

15.化学废弃物是否按规定存放、

处置 

      

16.是否建立定期安全检查与巡查

机制并有效落实 

      

17.高温高压高速运转设施、气瓶

等特种设备是否落实防护措施并

定期检验、安全巡查 

      

18.用电、用气、动火等是否按规

范落实防护措施 

      

19.是否制定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

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4.消

防安

全管

理情

20.建筑物或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

防验收或消防备案 

      

21.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

志是否完好有效并定期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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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况 22.电气线路、管路敷设是否符合

国家标准并定期检测维保 

      

23.学生宿舍、教学办公场所、实

验室、图书馆是否存在私拉乱接、

超负荷用电、违规使用电器的现象 

      

24.消防值班人员是否按规定配备

并持证上岗 

      

25.防火检查、巡查是否做到定期

开展 

      

26.电气火灾隐患是否及时整改 
 

 

     

27.建筑物是否按规范设置防火分

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

道是否畅通 

      

28.消防重点部位是否按要求配备

消防器材 

      

29.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

放、充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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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30.人员密集场所是否存在存储使

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31.食堂用气、用电、动火是否严

格按规范操作，排油烟设施是否定

期清洗保持清洁 

      

5.治

安防

控情

况 

32. 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治安防控

管理制度，是否按规定配备安全管

理人员 

      

33.重点场所物防设施是否齐备 
      

34.重点场所视频监控是否实现全

覆盖、图像是否清晰  

      

35.是否开展重点人员摸排管控，

严防个人极端行为 

      

36.组织的大型活动是否按规定落

实相关安全防范措施并按规定报

备 

      

6.食 37.食品安全负责制是否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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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品安

全管

理情

况 

38.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

有效落实 

      

39.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是否定期开

展 

      

40.食品采购追溯体系是否建立 
      

41.是否落实食品原料采购、加工

制作、清洗消毒、成品分装、配送、

留样等环节全过程监管是否落实 

      

42.食品安全监督制度是否按规定

落实 

      

7.校

车及

交通

安全

管理

情况 

43.校车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接送

学生车辆是否全部取得校车运营

资格，驾驶员是否取得校车驾驶资

格 

      

44.是否存在拼装车、三轮车、农

用车等非法接送学生现象 

      

45.相关部门是否定期开展非法接

送学生车辆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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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46.校车是否按规定线路行驶且行

经线路无危桥、危险路段 

      

47.校车是否安装随车视频采集设

备且无超速超载问题 

      

48.随校车照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行

职责指导学生安全乘车 

      

49.上学放学高峰期间校门口交通

是否有序 

      

50.校园内交通设施、标志、标线

是否健全 

      

51.校园内交通管理是否有序、安

全 

      

52.组织的师生集体外出活动是否

经严格审批并落实相关安全防范

措施 

      

8.建

筑与

施工

53.学校建筑（含附属设施）安全

状况是否定期排查监测 

      

54.是否存在违规使用 D 级危房或       



 

 - 15 - 

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安全

管理

情况 

存在危险房屋的问题 

55.对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易

滑坡地段、易遭受雷击、基础沉陷

等区域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

施 

      

56.校园内高地、水池、河湖、楼

梯等易发生坠落、溺水、挤踏等事

故场所、部位是否全部设置防护设

施和警示标志 

      

57.各类活动器材、器械、设施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 

      

58.学校在建项目施工场所是否严

格实行隔离管理，落实安全管理措

施 

      

59.应对极端天气、旱涝灾害机制

措施是否健全完善 

      

9.实

习实

60.学校和实习单位是否对实习学

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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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项目及内容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要求

风险隐患描述具体清晰） 
排查人 整改措施（要求措施具体切实可行）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

时间 
责任人 

训安

全管

理情

况 

61.学校和实习单位是否严格执行

国家和地方安全生产及职业卫生

有关规定 

      

62.学校是否督促指导实习单位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

生产标准，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 

      

63.实习单位是否配备必要安全保

障器材和劳动保护用品 

      

64.实习单位是否按规定制定安全

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0.其

他安

全管

理情

况 

65.锅炉和电梯等特种设备是否按

规定报相关部门备案，并依法定期

检验、开展安全巡查 

      

66.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是否做到全

部持证上岗 

      

67.其他安全隐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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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账记录表 

被查部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区域、部位 隐患内容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人 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备注 

1 
  

 
     

2 
  

 
     

3 
  

 
     

4 
  

 
     

5 
  

 
     

被查部门人员签字：                                                  检查人员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