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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为深刻汲取高层建筑火灾事故教训，2021年 8月至 12月，

全市部署开展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按照《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关于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的通知》（安

委办函〔2022〕37号）和《河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全省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豫消安

〔2022〕8号）要求，为进一步固化经验做法、提升治理水平，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3年 6月在全市集中开展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巩固提升行动。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加强城市消防

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

于消防安全工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政府

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

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大检查工作部署要求，聚焦高

层建筑重大风险隐患，在前期治理工作基础上，针对 5类重点整

治对象，排查整治隐患、巩固整治成效、提升管理水平，健全完

善高层建筑火灾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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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质效，坚决防范遏制群死群伤重特

大火灾事故，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重点范围

此次整治的对象重点聚焦可能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既

有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老旧高层住宅、超高层建筑、高层公共

建筑、新投入使用高层建筑（以下统称5类重点对象）。

三、重点整治情形

（一）共性突出风险。

1.同一建筑有两个及以上业主、使用人的，未委托物业服务

企业或未明确统一管理人，对共有部分的消防安全实行统一管

理；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的，未明确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2.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未设立或明确消防安全管

理机构，未建立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消防安全责

任人、管理人、重点岗位人、特殊工种人员和员工逐级岗位责任

不落实。

3.违规施工改造、违章进行电气焊或切割作业。

4.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气体燃料；燃气管线、燃气用

具的敷设、安装等不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厨房排油烟罩设施、

排油烟管道未定期检查清洗或未采取防火措施。

5.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违规在建筑内停放或充电。

6.建筑外墙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保温材料裸露，未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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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标志。

7.建筑屋顶、裙房屋顶平台、地下室等区域使用易燃可燃夹

芯彩钢板搭建临时用房、堆放可燃杂物；违规设置群租房。

8.管道井、电缆井内堆放杂物、违规住人、擅自改造变更使

用性质，横向、纵向孔洞及电缆桥架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封堵，管

井井壁、检查门破损。

9.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消

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10.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机械防排烟系统等被擅自拆除或者损坏停用。

11.防火门损坏或构件缺失影响防火防烟功能；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和楼层指示标识的设置位置、数量、照度等不符合

标准。

12.未与具备相应资质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签订消防维

护保养协议，落实定期维护保养制度。

13.未按标准组建微型消防站，未开展针对性消防训练。

（二）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老旧高层住

宅突出风险。

1.无物业服务企业、无管理单位，消防安全无人管理。

2.公共区域电气线路绝缘老化、私拉乱接现象严重。

3.住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防火分隔不到位，共用疏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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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室内（外）消火栓无水或水压不足，水枪水带配备不齐。

（三）超高层建筑、高层公共建筑突出风险。

1.电缆井内电气线路敷设不规范。

2.违规储存、经营、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3.违规使用聚氨酯、聚苯乙烯等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

4.避难层（间）被占用或擅自改变用途。

5.分区消防供水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6.公共建筑餐饮区域违规使用明火。

（四）2020年以来新投入使用高层建筑突出风险。

1.未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或消防备案手续。

2.通过消防竣工验收的建筑，消防检测报告存在虚假失实或

与实际不符，消防维护保养报告不规范、与实际不符。

3.建筑消防设施设置不规范，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

4.消防车通道、登高作业平台使用后被擅自改变或占用。

5.未按标准组建微型消防站，未与具备相应资质的社会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签订消防维护保养协议。

6.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落实不到位，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

各县区可以结合本地区高层建筑火灾风险特点，细化或拓展

整治范围和整治重点。

四、整治措施

（一）排查整治隐患。



- 6 -

1.组织分类评估。各地消防安全委员会结合去年整治情况，

梳理 5类重点对象清单，围绕突出风险情形，分级分类组织开展

消防安全风险评估，切实掌握 5类重点对象的底数台账、基本情

况和消防安全风险。市级层面负责组织超高层建筑、高层公共建

筑评估工作，县级层面负责组织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老旧高层

住宅、新投入使用高层建筑评估工作。

2.开展自查自改。按照“社会单位自主查”的工作模式，组

织高层建筑业主或管理使用单位，对照突出风险情形开展自查自

改，并公开作出消防安全承诺。自查自改及公开承诺情况报辖区

消防救援机构备案。

3.全面排查检查。市、县两级消防安全委员会组织住建、城

管、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机构），针对整治重点，逐个地区、

逐栋建筑开展排查检查，逐一建立问题隐患、整改措施、整改责

任“三项清单”。

4.实施专家检查。结合风险评估和排查检查情况，市县两级

消防救援机构组织专家组，按照“专家团队集中查”的工作模

式，分级分类对地标建筑、高风险单位等开展会诊式检查，切实

把问题查清查透。

5.分类整改问题。各地针对排查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按照

先急后缓、标本兼治的原则，督促高层建筑业主或管理单位采取

有效措施，坚决整改。对能够当场改正的一般问题隐患，应当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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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立即整改；对问题隐患反复或整改难度较大的，要明确整改责

任部门及人员，细化整改措施和时限；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

灾隐患，由消防救援机构按程序报请当地政府挂牌督办。特别是

对于建筑外墙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要明确政府主管部门责

任，逐一设置警示标识，推动逐步落实更换措施；对于人员密集

场所室内装修、装饰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的，应当按照消防技

术标准要求替换；对于室内（外）消火栓管网无水或水压不足的，

要督促全部整改，加强检验维修；对于违规设置群租房、搭建易

燃可燃彩钢板房的，要督促及时搬离、清除，整改落实到位。对

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未通过消防验收投入使用或者消防验收时提

供的消防检测报告存在虚假失实文件或与实际不符的，将问题通

报辖区住建、城管部门，依法督促整改；隐患问题突出的，要专

题报告辖区政府研究解决。

（二）巩固整治成效。

1.规范核查校验。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报请消防安全委员会组

织对本地高层建筑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核查，检验整治成效。主要

核查是否将5类重点对象和突出风险隐患纳入整治范围，是否建

立建筑底数台账和问题隐患清单，是否对照台账和清单按照整改

要求完成整改任务。对核查不合格的，持续跟进督办指导、紧盯

不放，直至彻底整改，形成闭环管理；对核查合格的，继续加强

日常管理，防止问题隐患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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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宣传曝光。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高层建筑火

灾危险性和逃生自救知识，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固化每月25

日隐患曝光制度，集中曝光一批问题突出、整改缓慢以及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的高层建筑，以舆论倒逼隐患问题整改。完善举报投

诉机制，鼓励、引导群众举报身边的火灾隐患。

3.加强救援能力。各县区要统筹加强消防站、消防供水、消

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建设，各级公安、卫生健康、供水、供电、

供气、通信等部门（单位）要积极会同消防救援机构，建立联勤

联动机制，增强抗御高层建筑火灾整体能力。消防救援机构督促

指导高层建筑业主或管理单位建强微型消防站，强化业务培训和

实装实战演练，增强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三）提升管理水平。

1.强化自主管理。各县区要结合《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组织高层建筑业主或管理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开展谈话提醒和警示教育，督促其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加强对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电工等重点岗位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设

施设备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督促指导超高层建筑业主或管理单

位组建专业消防安全管理团队，根据工作需要聘请注册消防工程

师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培育消防安全“明白人”，提高日常管

理水平。推动老旧高层住宅结合实际逐栋明确“楼长”，负责日

常防火巡查和消防宣传提示。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依法维护保

http://59.207.105.81/BGZC/GWCL/GWSF/XZWJ.aspx?zw=1&BH=25E8DF566740CFD0&sj=ED9EC7E870FA5AAB4A8A924B95A51FB4B2453F226C314266
http://59.207.105.81/BGZC/GWCL/GWSF/XZWJ.aspx?zw=1&BH=25E8DF566740CFD0&sj=ED9EC7E870FA5AAB4A8A924B95A51FB4B2453F226C3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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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建筑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

2.推行标准化建设。各县区要借鉴大型商业综合体达标创建

经验做法，选取本辖区地标性高层建筑打造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

试点，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

建设，提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3.推广技防措施。各县区要加强智能化火灾监测预警、电气

火灾综合预警防控、消防安全管理云服务平台等科技应用，通过

高层建筑消防设施、安全出口、重点部位电气线路、燃气管线等

动态监测，实现火灾及时预警、智能防控。鼓励老旧高层商住混

合体、老旧高层住宅在建筑公共区域、厨房等部位，设置火灾探

测器、火灾警报装置、自动灭火系统以及燃气泄漏报警器等，做

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五、职责分工

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结合本地区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

项整治任务特点，依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明确有关部门工作职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加强高层建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源头

把关，加强对节能改造工程使用外保温材料情况的监督，对检查

发现或办理审批过程中发现的未办理验收或验收备案手续擅自

使用的高层建筑项目，及时移交城市管理部门进行执法；对依托

第三方机构出具合格报告给予验收许可的，认真对报告进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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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格按照验收规则做好实地核查，存在重大先天隐患的，坚

决不予验收通过；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加

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工作；推动老旧高层住宅小区改造

因地制宜完善消防供水、外墙外保温、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加

强和改进既有高层建筑改扩建、内部装饰装修工程的消防安全监

管。

城市管理部门组织对高层建筑燃气安全进行排查，重点督促

燃气企业加强对高层建筑燃气管道敷设、燃气用具使用的安全检

查；加强高层建筑屋顶平台违章建（构）筑物和高层建筑外墙广

告牌、外装饰安全的整治，依法处理违章私搭乱建妨碍灭火救援

设施使用，占用消防车通道、防火间距的违法行为；对检查发现、

其他部门或个人移送、举报的高层建筑未办理验收或验收备案手

续擅自使用的项目，依法进行处理。

通信管理部门重点指导督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铁塔公司

对高层建筑内各电信企业自有产权的通信设施设备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

公安部门指导公安派出所依法依规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

务企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民政部门重点指导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有关部门开展

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老旧高层住宅排查检查。

商务部门重点指导督促高层建筑内商贸企业加强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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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市场监管部门重点针对高层建筑消防产品质量问题，依法查

处相关生产、销售企业。

电力管理部门重点督促电网企业依法依规加强对高层建筑

输配电设施和线路维护管理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高层建筑安全

用电知识宣传提示。

消防救援机构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联络沟

通、技术指导、业务培训等工作，重点对高层建筑业主或管理单

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抽查，依法查处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修订完善灭火救援预案，组织技战术研究，强化实战演练，

开展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

教育、卫生健康、交通、民政、文化广电和旅游等其他行业

主管部门和中央驻漯、省驻漯、国有市管企业负责做好本系统、

本行业所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排查

并督促问题整改。

六、时间步骤

专项整治工作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日起至 8月 15日，各级各部门按照全市统一

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明确工作目

标、任务和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措施。

第二阶段，从 2022年 8月 16日至 11月 30日，各级各部门

http://59.207.105.81/BGZC/GWCL/GWSF/XZWJ.aspx?zw=1&BH=E74FF69D56A4B248&sj=ED9EC7E870FA5AAB47CD9364551E6388B4B2AAF9208B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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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分类评估、排查整改、核查校验、宣传曝光等巩固提升

行动，集中整治 5类高层建筑存在的突出问题隐患，有效管控重

大安全风险，坚决防止发生群死群伤重特大火灾事故。

第三阶段，从 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28日，各级

各部门结合本地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对排查

整改、核查校验等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开展“回头看”检查。

第四阶段，从 2023年 3月 1日至 2023年 6月底，总结固化

经验，健全完善高层建筑火灾防控长效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消防

安全治理能力水平。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的政治自觉，细化完善专项整治方案，纳入全市消防安全大检查

工作重点内容，加强组织领导、指挥调度，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二）齐抓共管，协同推进。各县区、各有关部门结合职责

分工，加强高层建筑许可审批、物业管理、燃气安全、电气安全、

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工作。对涉及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领域，

各县区要按照“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

的原则明确牵头监管部门，严防推诿扯皮、漏管失控。

（三）强化监督，严格问效。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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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作纳入日常督导检查内容，加强过程监督和责任追究。对

存在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严格查处；涉嫌犯罪的，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评估、排查、整改、核查等工作弄虚作假、

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要通报批评、督办整改。对发生较大以

上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要严格实行责任倒查，存在失职、渎职

等问题的，依规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

（四）完善机制，巩固提升。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

全高层建筑源头管控、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查处、群防群

治、技防应用等全链条动态监管工作机制，完善治理方式，丰富

治理手段。要依托百城提质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行动

等，将老旧高层住宅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重点解决电动

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易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占用或堵塞消防

通道等突出问题。要及时修订地方性法规或有关标准，着力解决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系统性、根源性、普遍性问题。要组织开展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不断提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

各县区、功能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及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相关成

员单位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及推进情况，请

分别于 2022年 8月 19日、12月 2日和 2023年 3月 1日、6月底

前报送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周鹏，

0395-3131802，邮箱：lhxffhc@163.com）。



漯河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8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