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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防安全隐患，你注意到了吗？
文·摄影/本报记者 刘 睿 温慧娟

最近一段时间，首府
连续发生多起火灾，5月9
日，兴安北路居然之家发
生火灾；10日，回民区一街
道上的临街商铺突然起
火；11日，青城公园发生火
灾……截至5月13日，5天
内共发生多起火灾。时值
春夏交替之季，天气干燥，
容易发生火灾。连日来，记
者走访了首府多个新旧小
区，发现不少小区存在一
定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
放杂物、车辆挤占消防通
道、电线缠绕、消防设施破
损……

老旧小区隐患多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二毛小
区、山丹市场小区、山丹小
区等多个老旧小区，记者
发现，这些小区内普遍存
在楼道杂物垃圾堆放、防
护网外堆放杂物、电线纵
横交错等现象，这些现象
的存在给老旧小区消防安
全带来了隐患。
“步行梯里的杂物真

是不少，有电风扇、木板、
自行车等，本来狭窄的楼
梯只能靠边行走。”采访
中，山丹市场小区的居民
说，这种情况以前很普遍，
现在社区清理的比较及
时，楼道里的杂物堆放的
情况少了很多，但是，还有
部分居民在楼道里堆放杂
物。

5月14日，记者在山丹
市场小区和山丹小区内走
访时看到，楼道堆放杂物
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山丹
市场小区一个单元楼，记
者看到一位居民正往外搬
运旧沙发，在楼道门外，堆
放着刚刚搬运下来的旧沙
发和木板。在对面的马路
上，同样也堆放着旧沙发
和桌椅。在山丹小区内的
一个楼道里，一楼楼梯旁
堆放着各种杂物，楼道地
面还铺着地毯。记者走近
发现，这些杂物中有床板、
纸箱、沙发，里面更多的是
塑料瓶和塑料桶，看上去
实在令人担忧。

除了堆放杂物外，在
一些老旧小区内，不少居
民家中窗户外都安装了防
护栏，这些防护栏中同样
堆放着杂物。记者看到，这
些防护栏里放着纸箱、木
板、废弃的塑料桶和油桶，
同时不少泡沫箱也混杂在

其中。令人担心的还不止
这些，裸露在外的燃气表
箱，整个小区内的燃气表
全部设置在单元楼的外
墙，大多数固定在距离地
面1米左右，并且裸露在外
没有防护。

在山丹市场小区走访
中记者还发现，该小区商
户居多，不时会有外来车
辆进入选购服装和羊绒制
品。记者看到，各家商户门
前的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
辆，中间通道内行驶的车
辆需要小心慢行才能通
过。采访中，人民路街道山
丹社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山丹市场小区属于商
居混住小区，一楼底店是
商业门脸房。为了解决小
区停车以及安全问题，社
区在3个门口设立了停车
杆，并且居委会多次与居
民沟通、张贴通知，但是由
于有30余户居民联合签名
不同意立杆，担心会影响
生意，因此设立停车杆工
作只能暂缓，目前社区正
在积极协调中。

电线纵横交错

“你们看，这些电线纵
横交错在一起，不仅影响
市容市貌，最主要还存在
安全隐患，非常不安全。”5
月14日，记者的走访调查
中，家住二毛小区的居民
张大爷担忧地对记者说。
顺着张大爷手指的方向看
过去，在该小区的单元楼
外，电线、电缆、电话线等
数条线纵横交错在一起，
有的缠绕在一起，有的盘
成一团。

该小区居民说，这些
问题都存在几十年了，电
线、电缆、电话线等交叉重
叠，扭成一团垂挂在半空
中，密密麻麻，犹如一张巨
大的“蜘蛛网”。另外，地面
架的线杆也较低，缠绕在
一起的线团实在令人担
忧。在一个单元楼门口上
方，数条线缠绕在一起，错
综复杂，在电线的上面还
堆放着泡沫箱和丢弃的旧
衣服。

在多日的走访中，记
者走访了不少老旧小区，
发现小区内的“蜘蛛网”电
线缠绕随处可见，各种各
样的电线、电缆凌乱不堪，
这些线路交织在一起，错
综复杂，有的还穿过马路，
还有的电线和燃气管道捆

绑在一起。
小区居民认为，这些

线路裸露并垂吊着，人们
见了都要绕道行走，存在
很大安全隐患，在电线低
垂的地方经过都提心吊
胆，一旦发生电路故障，会
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
也有居民表示，大家对杂
乱的“蜘蛛网”缺乏安全意
识，认为没什么事故发生
就可以任由这些“蜘蛛网”
存在。

消防通道被挤占

5月15~16日，记者在
走访了富邦小区、民和花
园、汇豪天下、滨江花园、
闻都新苑、金河湾等多个
住宅小区后发现，小区内
虽配建了停车位，但由于
车位供不应求，以及部分
居民安全意识差，乱停乱
放，挤占消防通道的问题
颇为严重。

富邦小区和农机公司
2号家属楼均属老旧小区，
记者曾报道过该小区路面
坑洼不平出行难的问题。
在采访中，小区居民及周
边商户就曾多次向记者反
映，由于居民楼紧临马路，
周围店铺、餐馆林立，唯一
的出行通道经常被社会车
辆停放，紧邻通道旁就是
消防通道，一旦有紧急情
况，救援车辆很难进入。

5月15日，记者再次来

到该小区，看到虽然墙面
上张贴着明显的“禁止停
车”字样，但这条不足100
米长的通道两侧仍然停放
着六七辆车。

5月15日下午，记者又
走访了回民区的汇豪天下
小区和滨江花园小区。这
两个小区的面积均较大，
住户较多，同样小区虽然
划有停车线，但是记者却
发现，有不少私家车随意
停放在楼门前的小路上，
有的私家车干脆停在标有
“消防通道 禁止停车”牌
子的大铁门前，虽有标示，
可通道里外仍被车辆堵了
个严实。在汇豪天下小区，
记者看到小区道路两侧每
隔一段路就会立有指示
牌，写有“车辆行驶主干
道，严禁停放车辆，不得阻
塞交通……”的字样，但仍
有不少车辆停在非划线
区。一位女士将车辆停放
在楼前一处非划线区，她
称就近停车是为“离家
近”。在两个小区走访查看
的一个多小时内，记者粗
略数了一下，共有11辆车
在4个消防通道铁门的里
外两侧停放，其中不乏有
私家车、电动三轮车和摩
托车。

不少小区道路狭窄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首府不少小区尤其是

部分高层住宅小区，居住
人口多，车位配置较紧张，
不少小区楼前道路狭窄，
部分居民将车停放在楼
下，让原本就不宽的道路
变得更窄了。

5月14日傍晚，记者在
颐和家园看到，小区属于
近几年新建高层小区，路
面干净整洁，绿化率高，楼
与楼之间相隔不远就设有
小公园或者休闲区。记者
走访发现，该小区部分楼
道内的消防设施存在一定
程度破损，有的是玻璃破
了，有的灭火器没有了。

记者沿着小区主干道
行走，看到不少划线停车
区内停满了车辆。在17号
楼附近的车道上，虽然一
侧划有停车线，但道路两
侧均停满了车，有些车辆
则直接开上了道牙，还有
车辆甚至停放在休闲区平
台上。在一个三岔路口，由
于均停放车辆，其他车辆
需小心行驶才能勉强通
过。“小区有20多栋楼，除
了停车不方便，其他方面
还好。”一位居民告诉记
者，目前小区的地下停车
位还没有正式启用，地上
原有配建的停车位不够，
供需比失衡，再加上有的
居民安全意识差，在本就
狭窄的道路随意停车，有
时候因为停车不当，还会
发生车辆剐蹭现象。

走访中，该小区一位
物业工作人员称，近日小
区正在抓紧调试地下停车
场的电路，等停车场正式
启用后，小区停车难的问
题会有所缓解。

在连续几天的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首府一些高
层小区由于地下停车位的
租售价格较高，不少二手
停车位的售价均在10万元
左右，不少居民情愿选择
地上停放。

社区微型消防站

“注意速度，时间就是
生命，一定要快！”5月15
日，在玉泉区兴隆巷街道
办事处清泉街社区里的微
型消防站里，呼和浩特市
消防支队玉泉区大队三中
队的消防员正在手把手指
导该社区消防站消防员学
习使用消防器材，社区消
防站消防员在1分钟内就
穿戴好装备，变身为消防
员。

在该社区的微型消防
站内，虽然只有一个柜子，
却配备灭火器、水枪及全
套的防护装备，非常专业。
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事处
清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
主任武荷香说：“微型消防
站24小时设专人值班，一
旦接到报警，1分钟内迅速
出动，3分钟内到达现场，5
分钟内开展扑救工作，在
消防队到来之前，站务人
员就可控制火情。”武荷香
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社区
对消防安全工作作为重点
来抓，每天走访居民家中、
商店、饭店，将消防安全隐
患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近
日还对辖区内的22家小饭
桌，2家幼儿园进行重点安
全隐患排查，同时要求全
部店铺配备消防器材。

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
调查发现，首府不少临街商
铺都配备了消防灭火器。

提高居民安全意识

“部分小区消防通道
被堵占、乱停车以及楼道
堆放杂物、私搭乱建等情
况，这些都是造成消防安
全隐患的原因。各部门除
了要加强管理，加大巡查
力度之外，居民的安全意
识也要提高。”5月16日，呼
和浩特市消防支队宣传科
科长阳光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首府一些老旧小
区电线铺设多年，有的已
经老化，再加上小区居民
家用电器的增加，使得用
电量增大，带来了一定安
全隐患。另外，随着私家车
辆的增加，一些安全意识
淡薄的车主乱停乱放，堵
占消防通道，不仅影响消
防车救援，也会影响人员
疏散。

春夏之季，天气干燥，
气温持续走高，容易发生
消防安全事故。阳光提醒
市民，在使用家用电器时
注意安全，不要随意私接
电源电线，定时检查电器
元件使用状况。外出时，要
关闭家中电源，以防外出
时间过长，引发火灾。另
外，有些居民习惯在楼道
内堆放杂物，一旦发生事
故，这些杂物会影响居民
逃生。对于使用电动车的
居民，尽量不要拉线充电，
因为楼道内有配电设施，
一旦发生火灾，可能会危
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消防通道被堵

微型消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