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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规范火灾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建立响应一体化、决策科学化、指

挥信息化、保障统筹化的火灾事故应急机制，进一步提高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火灾事故调查规

定》《重庆市消防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制订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和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火灾事故的应对处置工作。森林火灾（不包括城市市区发生

的）应对工作，按照《重庆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

        1.4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科学施救，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部门联

动、协同应对。

        1.5  事故分级

按照事故严重程度，火灾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1.5.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或1亿元以上

直接经济损失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大活动现场及民用航空器、旅客列车、

地铁（包括轻轨）、船舶等交通工具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燃烧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的民

用建筑火灾，燃烧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地下工程火灾；随时可能或已经发生爆炸、毒害

物质泄漏、建筑物倒塌和可燃液体沸溢、喷溅等情况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火

灾；其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危害，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火灾事

故。

        1.5.2  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

伤，或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大活动现

场及民用航空器、旅客列车、地铁（包括轻轨）、船舶等交通工具发生的较大火灾事故；

燃烧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火灾，燃烧面积500平方米以上1000平

方米以下的地下工程火灾；可能发生爆炸、毒害物质泄漏、建筑物倒塌和可燃液体沸溢、



喷溅等情况并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火灾；其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和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火灾事故。

        1.5.3  较大火灾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大活动现

场及民用航空器、旅客列车、地铁（包括轻轨）、船舶等交通工具发生的一般火灾事故；

燃烧面积500平方米以上1000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火灾，燃烧面积300平方米以上500平方

米以下的地下工程火灾；易燃易爆危险品泄漏燃烧的火灾；其他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和社会危害的火灾事故。

        1.5.4  一般火灾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重伤，或1000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火灾事故；燃烧面积500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火灾，燃烧面积300平方米以

下的地下工程火灾；其他无人员被困的火灾事故。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市级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在重庆市人民政府

应急管理办公室（市政府总值班室、市政府救灾办、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市政

府应急办）的统筹协调下，在重庆市事故灾难应急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重庆市火灾事故

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担任指挥长，实行指挥长

负责制，统一领导、组织、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灭火救援、医学救

援、现场管控、舆论引导、应急保障、善后工作、调查评估等工作组（职能职责见附件

1）。

        2.2  区县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一般、较大火灾事故由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相应组织指挥机构

应对处置，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加强工作指导和技术支持。跨区域的火灾事故应对

处置工作，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指定一个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应对，相关区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共同配合。

        2.3  现场指挥机构

负责一般、较大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现场应急

处置指挥部，负责制订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搜索救援、医疗救助、人员疏散、现

场警戒、交通管制、保护区设置、危险源监控、善后安抚、舆论引导、事故调查等各项工

作。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市指挥部即为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参与现场应急处

置的单位和人员，应当服从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3  预防预警和信息报告

        3.1  风险管理与预防

消防部门要建立完善重庆市行政区域内火灾事故监测防控体系，建立健全预警

发布和信息共享机制，督促有关单位组织开展风险识别、登记、评估、控制等风险管理工

作。加强安全管理，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为重点开展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依法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火灾事故风险、隐患的，应责令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

得阻拦报警。严禁谎报火警。

        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根据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火灾事故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火灾事

故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

示。

        3.2.2  预警发布

蓝色、黄色预警信息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发布；橙色、

红色预警信息由市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发布。消防部门要针对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及时

组织研判，确定预警等级，按照预警发布权限，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预警发布建议。

预警信息包括火灾事故的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事

态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发布单位、咨询电话等内容。发布预警信息可采取广播、电视、

报刊、通信、微博、微信、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

        3.2.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

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有关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相关

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视情在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

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群众避险信息和自救常识，控制事故范围和损害程度。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责令

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最新情况，加强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2.4  预警调整和解除

有权发布预警的单位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有关规

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确定不可能发生火灾事故时，有权发布预警的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

除预警，终止相关预警措施。

        3.2.5  预警支持

加强消防部门通信指挥系统建设，充分利用市、区县（自治县）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以及无线、有线、计算机、卫星等现代通信手段，实现语音、数据和图像通信，保证

接处警和信息报告的及时准确。要建立完善灭火救援力量和资源信息数据库。规范信息获

取、分析、发布、报送格式和程序，推动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为火灾事故

预防预警和应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3.3  信息报告

        3.3.1  报送途径

发生火灾事故后，涉事企业、单位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所在区县（自治

县）消防部门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事发地区县（自治县）消防部门接报

后，应立即向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总队报告。初判为

重大或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

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30分钟内电话报告市政府、1小时内书面报告。市政府应

急办、市公安局接报后，应立即分别向国务院应急办、公安部报告。

        3.3.2  报告内容



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火灾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概况（建筑分类、使用

性质、火灾危险性）及现场情况，人员被困、伤亡情况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燃烧

的物质、范围、火势发展趋势及可能造成的后果，接报警、调派力量、组织扑救情况等内

容。

        3.3.3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故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

每天不少于1次。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要终报。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根据火灾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火灾事故应急响应等级由高到低分为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四个等级。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火灾事故时，分别启动Ⅰ

级、Ⅱ级应急响应，由市政府负责应对工作；初判发生较大、一般火灾事故时，分别启动

Ⅲ级、Ⅳ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

        4.2  响应程序

        4.2.1  基本响应

火灾事故发生后，有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基层组织应迅速采取措施

进行先期处置，第一时间通告周边区域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

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

应当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开展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防止损害进一步扩



大。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市公安消防总队应及时向市政府提出响应等级建

议，由市政府决定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4.2.2  扩大应急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以根据火灾事故发展态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

响应过度。火灾事故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事态发展到需向国务院、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

军、武警部队请求支援时，由市政府协调。

        4.3  响应措施

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

采取以下措施：

        4.3.1  灭火救援

使用各种消防水源；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开展灭火救援；为救援被困人员或控制火情，拆除或者破损毗

邻火灾现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等；调动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救护、交

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

        4.3.2  人员疏散

根据火灾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有组织、有秩序疏

散、转移受威胁、受损害和事发地周边地区群众，并妥善安置。

        4.3.3  医学救援



组织充足的医疗资源和力量，紧急救护受伤人员和幸存人员；及时、安全将重

症伤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组织救治；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

急需医药物资；做好伤员心理援助。

        4.3.4  交通管制

设置交通管制区域，对事发地及周边交通秩序进行管控疏导，防止交通阻塞瘫

痪，开通绿色通道，为应急车辆提供通行保障。

        4.3.5  安全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应针对不同类型火灾事故灭火救援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和

灭火救援装备，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开展灭火救援工作，同

时严格执行灭火救援人员进出火灾事故现场的有关规定，确保人员安全，防止现场处置人

员伤亡，防范灭火救援工作中发生次生、衍生灾害。

        4.3.6  舆论引导

通过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

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手机应用程序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准确、客

观、全面向社会公众发布火灾事故有关情况、应对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公众需要配合采取

的措施、事故区域交通管制情况和临时交通措施、火灾事故自救知识等有关信息，并做好

后续发布工作，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4.4  响应终止



火灾事故现场被困人员成功获救，火灾扑灭，事故现场得到控制，环境符合有

关标准，复燃复爆隐患消除，事故造成的各种危害已经消除且无继发可能，应当终止应急

响应。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及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包括制定补助、补

偿、抚慰、抚恤、安置、重建和环境恢复等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

活秩序。有关保险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参与应急救援的有关单位要及时补充损耗的应急装备和设备，归还征用、调用

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对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

或作其他处理。

        5.2  调查评估

火灾事故发生后，按照有关规定成立调查评估组，查明原因、性质、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影响范围等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形成调查报告。事故现场处置完毕、次生灾害

后果基本消除后，调查评估组要及时组织评估，形成应急处置评估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应急

处置基本情况、事故单位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事发地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

经验教训、防范或整改措施建议等。

        6  应急保障

        6.1  队伍保障



火灾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专业

救援队伍及社会应急力量等。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应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实施专业技

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火灾危险性较大、

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大型企业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

等，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各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

的消防组织，开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驻渝部队、武警重庆市总队

等要根据火灾事故应急处置需要，参加灭火救援。

        6.2  装备保障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按照规定掌握本地

区、本行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配备灭火救援所需装备器材，储备必要的灭火剂、救治

药品、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等应急物资，同时加强对物资装备储备的监督管理，并及时予

以补充和更新。

        6.3  经费保障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6.4  医疗保障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的组建，根据需要及时赴

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等工作，及时提供医疗卫生救助。

        6.5  交通保障



民航、交通和铁路等部门要为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提供交通运输保障，优先安

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应急交通工具，确保运输安全畅通，满足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需要。

        6.6  通信保障

通信、广电等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应急广播电视保障工作体系，

完善公用通信网，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

信系统。

        7  宣传培训和演练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广泛宣

传火灾事故的防灾避险、应急救援等常识，增强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有

关单位要有计划的组织专业救援队伍进行上岗前培训和灭火救援训练，做好专职消防队

伍、志愿消防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和训练。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

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每年应组织一次以上火灾事故应急演练。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要

根据自身特点，定期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应急救援演练，并根据演练情况完善优化应急预

案。

        8  附则

        8.1  术语解释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8.2  预案管理



本预案每年组织开展一次预案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原则上

不超过五年）。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本行政区域火灾事故

应急预案。

        8.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公安消防总队负责解释。

        8.4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重庆市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渝办发

〔2007〕260号）同时废止。

附件：1．市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能职责

        2．灭火救援专家组成员通讯录

附件1

市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能职责

一、市指挥部职能职责

市指挥部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应急
办、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总队、市安监局、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
副指挥长。主要职责：传达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指示和要求；向国务院、市政府报告火灾
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执行市政府有关指示和要求；组织、协调、指挥应急处置
工作。

二、成员单位职能职责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市政府应急办、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总队、市安监
局、市政府新闻办、市财政局、市城乡建委、市交委、市民政局、市环保局、市市政委、
市卫生计生委、市台办、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市质监局、市民防办、重庆警备区、武警重
庆市总队、重庆保监局、重庆海事局、市气象局、市通信管理局、市水务资产公司、国网
市电力公司、重庆燃气集团和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等。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市政府应急办：发挥运转枢纽职责，负责统筹协调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应
急处置，传达市指挥部指令；按照权限发布相关预警信息，向国务院应急办报告事故相关
信息。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指挥有关部门对火灾事故现场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警戒，实
行局部交通管制，开辟救援专用通道，保证灭火救援队伍、装备迅速通行，维护火灾事故
现场及其周边区域治安秩序。

市公安消防总队：负责调动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开展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
工作；搭建火灾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或协助开展火灾事故调查，统计火灾损失，依法对
火灾事故作出处理。总结火灾教训。

市安监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专业应急队伍、装备协助灭火救援；负责组织专
家对灭火救援提供决策建议和技术支持；负责牵头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中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调查和处理工作。

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火灾事故信息发布及舆论引导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灭火救援、群众救助所需经费。

市城乡建委：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应急队伍、装备协助灭火救援；负责协助开展
有关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

市交委：负责提供灭火救援交通运输保障；负责组织协调有关专业应急队伍、
装备协助交通运输火灾事故救援；负责协助开展有关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协调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灾
群众，调集救灾帐篷、衣被等救灾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市环保局：负责对火灾事故现场及其周边区域进行环境质量应急监测，报告环
境质量状况；负责对火灾事故造成的突发环境污染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市市政委：负责督促供水企业保障火灾事故现场消防用水；负责组织协调本系
统内有关专业应急队伍、装备，保证火灾事故现场有关市政设施完整实用。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市级医疗救护机构，及时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医疗救护
和现场卫生处置工作；负责转运受伤人员。

市台办：牵头处置相关涉台事宜。

市政府外事侨务办：牵头处置相关涉外事宜。

市质监局：负责组织对火灾事故现场特种设备进行检验检测，并对灭火救援提
供决策建议和技术支持；负责协助开展有关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

市民防办：负责组织协调有关专业应急队伍、装备协助人防工程火灾事故救
援；负责协助开展有关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



重庆警备区：负责组织协调驻渝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参与灭火救援。

武警重庆市总队：参与灭火救援；负责配合公安机关维护火灾事故现场及其周
边区域治安秩序。

重庆保监局：负责协调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重庆海事局：参与船舶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参与船舶火灾事故调查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火灾事故现场有关气象信息。

市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有关专业应急队伍、装备保障火灾事故的现场通信。

市水务资产公司：负责组织保障现场消防用水。

国网市电力公司：负责切断供电和电网抢修，保障事故现场供电。

重庆燃气集团：负责切断事故现场气源和燃气管网抢修。

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搭建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调动辖区应急
资源参与抢险救援；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后勤保障；转移和安置受影响区域群众；牵头开
展善后处理工作。

附件2

灭火救援专家组成员通讯录

专
家类别 姓 名

工作单位
联系

电话

灭
火救援 朱新华

市公安消
防总队

（略）

灭
火救援 陈历军

市公安消
防总队

灭
火救援 庞 钧

市公安消
防总队

轨
道交通 仲建华

重庆轨道
交通集团



环 境 郭 平
重庆环境

监测中心

市 政 张建华
市市政委

海 事 司太生
重庆海事

局

化 工 朱 进
重庆化工

研究院

燃 气 陈 立
重庆燃气

集团

化 医 缪光奎
重庆化医

集团

电 力 胡 兵
国网市电

力公司

水 利 纳 新
市水务资

产公司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重庆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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