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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活动

进入冬季，生产生活用

火、用电等大量增多，火灾

危险性加大；加上天干物燥，

是火灾较频繁的季节，做好

防火应注意：

其一：严禁在一切易燃

易爆单位、物资仓库和其他

一切禁烟区吸烟，禁止在维

修汽车和清洗机械零件时吸

烟。吸烟时应到安全地带，

烟头未熄时不得进入工作场

所。纠正不良的吸烟习惯，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在劳动和寻物时吸烟，不

乱丢烟头和火柴梗、乱磕烟

灰，更不要将引燃的烟头随

处乱放。

其二：使用炉火、灯火

时应注意不可靠近可燃物。

城市居民在使用煤气、液

化气后忘记关闭阀门，或私

自对液化气倒罐而导致气体

泄漏，如遇明火、开启电器

的电火花或静电就会爆炸起

火。使用液化气时，不能用

火烤、开水烫、蒸汽吹液化

石油气瓶；不要放在暖气片

旁烤；用炉火取暖的房间，

不能同时使用液化石油气。

因为气瓶一旦漏气，就容易

酿成火灾。

一要谨慎用火。如使用

炉火、灯火不慎，城镇居民

炉灶、火墙、火坑、烟囱等

不符合防火要求，靠近可燃

物或因年久失修、裂缝漏火，

极易引起可燃物起火。城市

居民在使用煤气、液化气后

忘记关闭阀门，或私自对液

化气倒罐而导致气体泄漏，

如遇明火、开启电器的电火

花或静电就会爆炸起火。液

化气钢瓶不能用火烤、开水

烫、蒸汽吹，不要放在暖气

片旁及不要放在有炉火的房

间内，在用炉火取暖的房间

里，不能同时使用液化石油

气。　

二要安全用电。电气设

备的安装要符合规定，所用

导线要求绝缘效果要良好，

禁止电气线路老化或者存在

超负荷现象，以免发生电线

短路起火。不能在电灯泡上

罩纸或其他可燃物，不能将

未经冷却的电热器具放在有

可燃物的场所。或将可燃物

放在电热器具上，更不能乱

接乱拉电线。家用电器使用

后务必及时关掉电源，否则

电器长时间处于通电状态容

易造成火灾。要注意提防电

热器具的温控、时控装置或

温度指示器失灵，避免温度

过高起火。大功率电热器具

不能使用横截面过小的导线

或容量过小的开关、插头，

以免发热或打火。

三 要 谨 防 烟 头 引 发 火

灾。要严禁在一切易燃易爆

单位、物资仓库和其他一切

禁烟区内吸烟，禁止在维修

汽车和清洗机械零件时吸

烟。吸烟时应到安全地带，

烟头未熄时不得带人工作场

冬季防火安全

知识及注意事项

10 月 21 日，公司营业人员与经销商至潍坊某

水利单位农村改水工地就 PE、PVC 给水管进行施工

指导，本次施工指导共计 6 人参加，具体指导内容

如下：

一、现场与施工人员重点就 PE 管材加热温度、

加热时间及冷却时间问题及 PVC 给水管胶合剂涂抹

等注意事项进行交流。特别讲解 PVC 给水管粘接时

应先削角，然后涂抹适量胶合剂。涂抹胶合剂时，

应避免涂抹过少，起不到粘接作用，过多腐蚀管材，

造成漏水。

二、PE 管材在加热时，当管材两端面出现均匀

翻边，应当卸掉压力，避免熔融状态原料被不断挤

出，导致管材焊口处链接不牢固，管材翻边较大。

加热完成后，迅速取下加热板，操纵动夹具将两管

连接，两管连接完成后形成均匀凸缘。

三、通过施工指导发现施工现场出现的问题：

1、PE 管材错口率超过管材壁厚 1/10

2、PE 管材加热温度高，温度超过（220±10℃）；

加热时间过长，时间超过（壁厚 X10S）。

3、PVC 给水管材粘接时未倒角。

四、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善并现场进行规范操

作，向其讲解相关注意事项。通过此次施工交流，

改正了现场施工人员的不规范操作，保证了工程的

顺利进行。

2019 年 10 月 19 日，营业人员同威海经销商至

某建筑工地进行 PPR 管材施工指导与交流，本次交

流采购、监理及安装人员共计四人参加，具体内容

如下：

1. 介绍了 PPR 管材新旧标准的不同之处及公司

产品在用料、生产、检测等方面的优势。

2. 介绍了冬季施工 PPR 管材在搬运、装卸、试

压环节的注意事项。

   3. 讲解了优质 PPR 管材与劣质管材的区别及冬季

管材的低温脆性，要求工地人员做到轻搬轻放。

4. 讲解了 PPR 管材焊接时要直线插入不得旋转，

并针对旋转插入的危害做了进一步说明。

5. 现 场 告 知 了 PPR 管 材 正 确 的 加 热 温 度 为

260±10℃、管材在焊接前保持清洁。

6. 通过本次施工指导与交流，参会人员对公司

PPR 管材有了更进一步认识，并掌握了冬季施工的

规范要求，为后续确保工程品质奠定了良好基础。

10 月 22 日，公司人员至廊坊某自来水公司举办产品技术交流会，

本次会议共有 11 人参加，具体内容如下：

1. 介绍公司成立背景、生产经营情况。

2. 向客户介绍 PE 给水管材产品性能优势及施工注意事项。

3. 现场与客户进行交流，交流内容如下：

（1）交流如何辨别 PE 管材优劣的方法。

（2）交流 PE 管材加热温度，宣导客户务必准确掌握 PE 管材焊

接温度为 220±10℃。

（3）针对公司产品断裂伸长率进行说明，重点说明公司产品实验

指标远高于国家标准，使客户对公司产品有更深刻的认识。

4. 通过本次交流活动，客户对公司产品知识及规范施工有了深入

了解，为后续选用公司产品及管材规范施工奠定良好基础。

公司组织员工秋季旅游活动

工业用硬聚氯乙烯 (PVC-U) 管，俗称

“PVC 化工管”，常被用于工业工厂、化

工、水处理等用途，产品执行标准：GB/T 

4219.1-2008，然而它能用于给水领域吗？

它与给水用硬聚氯乙烯管（PVC-U 给水管）

有何不同之处呢？

一、外观、颜色

PVC 给水管的颜色是浅灰色，PVC 化

工管是深灰色 ( 接近于黑 )，两者的表面均

非常光滑。

二、原料与配方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的 PVC 给水管

与 PVC 化工管，生产所用的原料、辅料大

致相同，但在比例搭配上 ( 产品配方 ) 则有

很大不同。

三、卫生性能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的 PVC 给水管

与 PVC 化工管，其卫生性能通过浸泡水水

质溶解实验之结果，证实不影响水质 ( 非铅

盐配方 )，均能满足 GB/T17219-1998 标准，

产品环保、安全、卫生、无毒，可放心使用。

由此可知，PVC 化工管只要它的卫生

性能可满足国家标准对饮用水的规范要求，

其实也能当作自来水管道来使用。

大家常说 PVC 管材埋地可以使用 50

年，50 年的期限是如何得出的呢？

第 一 理 论 依 据：PVC 管 使 用 寿 命，

主要体现于长时间抗拉强度（即持久性强

度）。PVC 管材之强度虽然随时间而减低，

但其减低率亦随时间之增加而变缓慢，约

至 1000 小时以后则几乎不再减低，此强

度是 PVC 管材的长时间强度，或持久性强

度，为一般设计之依据，PVC 管如埋入地

下而不露出配管，其寿命应可超过 50 年。

第二实验室测试：华亚东营塑胶有限

公司自美国进购了耐侯试验机，内有 8 条

紫外线灯管及 50℃蒸气，模仿大自然的

环境条件，产品放置实验机内 1 小时，相

当于外界 1 年，50 小时后取出产品进行

检测，其性能变化不大。

第三实践证明：PVC 管材于 1936 年

在德国首先使用，美国、日本等工业国家

相继开发推广，台塑集团南亚塑胶公司于

1958 年开始生产供应，已使用超过 50 年。

挖掘出最早施工的产品，经检验其各项性

能，在原固有性能 95% 以上。在国内也

有埋地使用超过 20 年的 PVC 管材，现仍

在正常使用，产品性能几乎没有变化。埋

地管不受阳光照射，免受紫外线的影响，

可称之为半永久性材料。

综上，在无外力的破坏下，PVC 管材

如埋入地下使用，其寿命应可超过 50 年。

图例为 1998 年 2 月 22 日生产管材，

在供水领域使用至今，已超过 20 年。

PVC 化工管可否应用于给水领域？PVC 管材埋地使用 50 年的依据

公司至潍坊水利组织PE、PVC给水管进行施工指导

公司至威海建筑工地组织PPR管材施工指导与交流

公司至廊坊自来水公司举办
产品技术交流会

为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促进深化各部门人员交流，公司工会于 09 月 28 日、10 月 13 日分两批组织各部门人员参加了“秋游九仙山”活动。

公司员工至日照九仙山爬山、赏风景，一起游览了九仙山的深秋美景，通过此次活动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增进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了解与情感交流，加强了各部门之

间的交流与协作；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让员工切身感受到公司大家庭带来的温暖与关怀。

今后，本着为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促进公司员工身心健康，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工会会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塑料管材在国外应用于自来水管道上，要追溯自 1940

年代；1937 年德国首先成功的生产聚氯乙烯管 (PVC 管 )，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作为自来水管使用；英国在此

期间成功制造了聚乙烯管 (PE 管 )，当时这些作为自来水管

埋入地下的塑料管，直到现在仍旧运行良好。目前在国外

这些塑料管的使用已相当广泛，例如日本在 1974 年塑料管

的产量就已超过镀锌管，按长度计算则是镀锌管的 10 倍，

而在国内，近年来用塑料管来敷设自来水管道的例子更是

多的不胜枚举，下面举两种最常见的塑料管向各位介绍。

一、PVC-U 给水管的优点

1、质轻，搬运装卸便利：PVC 管材质很轻，为铁管的

1/5，故搬运装卸施工便利，可节省施工费用。

2、耐腐蚀性、耐药品性优良：PVC 管具有优异的耐酸、

耐碱、耐腐蚀性，对于化学工业、废水排水、卫生下水道

等用途，甚为适合。

3、流体阻力小：PVC 管之管壁非常光滑，对于流体阻

力很小，其粗糙系数仅 0.009，较其他管材低，在同口径之

情况下，流量较大，且不附着水垢。

4、机械强度大：PVC 管之耐水压强度、耐外压强度、

耐冲击强度等均良好，在常温下，适用于各种条件的配管

工程。

5、不影响水质：PVC 管经浸泡水水质溶解实验之结果，

证实不影响水质 ( 非铅盐配方 )，且绝无出“红水”弊端，

是自来水管道的最佳选材。

二、PVC-U 给水管的安装方式

PVC-U 给水管的连接方式采用胶圈连接 ( 活套管 ) 和胶

黏连接 (TS 管 ) 两种。

1、PVC TS 管材施工作业流程图：

2、PVC TS 管材施工注意事项：

胶合剂使用时，将管材承口内壁及管材外壁插入部分，

用干布擦拭干净，两端各涂上适量胶合剂，待部分挥发且

胶着性增强时用力插入。小口径可旋转 90°使胶合剂分布

更为均匀，中大口径则利用铁棒撬入或拉紧器拉入，确保

插入承口底部达到更好的密封效果。另直线配管超过 50m

时必须安装伸缩节。

3、PVC 活套管材施工作业流程图

4、PVC 活套管材施工注意事项：

活套施工时考虑管线之热胀冷缩问题，套接时必须留

有伸缩间隙，所留间隙为：φ63mm 以下约 10mm、φ75mm

～ φ110mm 为 15mm、φ140mm ～ φ160mm 约 为 20mm、

φ200 以上为 25mm。

三、PE 给水管的优点

1、不需要管道配件，安装简单且方便。特别是在管道

的敷设上，可以沿沟槽敷设，避免接头过多，不仅减少了

可挖土方量，还降低了管道配件的使用数量，因此而减少

了管道渗漏几率。 

2、具有良好的可绕性，以其容易弯曲的特点，在给水

工程的转弯处，利用管道的柔性而减少接头的使用数量。

3、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耐化学腐蚀性，重量轻，而且

安装处理方便。

4、使用寿命长，而且容易回收，具有环保价值。

5、不影响水质，卫生性能好，特别适合作为饮水用管。 

四、PE 给水管的安装方式

1、PE 管材施工作业流程图

2、PE 管材施工注意事项：

①切削时待铣削出连续带状余料后，需空转几圈后再

将动夹具退出，关闭铣刀；

②切削完成后需再次校直对接端面，使错口率不超过

管材厚度的 10%；

③ PE 管材焊接温度 220±10℃，温度过高会使管材碳

化管材无法连接；温度过低达不到熔合点，管材连接不牢靠；

④吸热时间计算：当壁厚≤ 8mm，出 0.5mm 卷边；

8mm< 壁厚 <16mm 出 1mm 的卷边；壁厚≥ 16mm 出 1.5mm

卷边时，开始进行加热时间的计时，而非管材一接触加热

板即开始计时，加热时间为壁厚 ×10 秒钟；

⑤冷却时间为壁厚 ×1 分钟，未冷却完全不可挪动管材，

以免管材自焊接处断裂。

⑥焊接口要自然冷却，要避免因水、风、灰尘的侵袭，

造成管材的虚焊。

⑦安装完检测焊接效果：翻边接头应具有沿管材整个

圆周平滑对称的翻边，翻边最底处不应低于管材表面；翻

边是实心圆滑，不应有杂质、小孔、扭曲和损坏。

综上所述，管道系统虽然只是自来水工程建设中的一

部分，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对于给水管材的选择不加重视，

就会给民生用水或非民生用水造成诸多的不便。PVC-U 和

PE 作为最常见的给水塑料管材，其在使用性能的优越性上，

堪为是自来水管道系统中的设计首选。

塑料管道在自来水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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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处深秋季节，气温下降，北方部分地区气温已至

零度以下。管材在低温环境下容易发生刻痕效应，造成客

诉。为提升产品运输防护品质，避免对管材造成损伤，敬

请各位承运车辆做到如下防护事宜：

1. 架杆：要求选择外径大于 50mm 的钢管，厚度在

2mm 以上，6.8 米车准备 4 支，9.6 米车准备 8 支，13 米

车准备 12 支，每支钢管长度 2.4 米并要求钢管外面包覆软

质物或套装塑胶管进行防护。捆扎防护绳 : 要求 6.8 米车

至少 4 米，9.6 米车至少 80 米，13 米车至少 150 米。示例

如下：

2. 大 包 装 管 材 防 护 垫： 为 防 止 大 包 装 木 方 与 其

他 管 材 叠 放 时 压 损 管 材， 要 求 各 承 运 车 辆 提 前 准 备

1m( 长 )×50cm（宽）×5mm( 最小厚度 ) 的橡胶垫或防磨

毯做管材间的防护，具体准备数量依据实际交运大包装数

量。示例如下：

3. 封车夹板防护：为防止车辆封车时绳索捆扎，伤及

管材，公司要求在货物装运完毕后，货物顶部侧面采用夹

板方式隔离绳索与管材的直接接触，确保管材不受损伤。

要求夹板制作须采用硬质平整的木板，长度 55cm× 宽度

20cm× 厚度 2cm，两个木板横向平行放置间隔约 15cm，

中间采用用橡胶皮带或如厚质的消防水带等材料连接固

定。要求准备数量至少 4 套以上。示例如下：

4. 车 辆 铺 垫 物： 冬 季 须 铺 设 棉 被，6.8 米 车： 至 少

3PC。9.6 米车：至少 5 条 PC。13 米车：至少 6PC。护栏

使用软质物质进行包覆。示例如下：

 

5. 不承接超尺寸、超长度的承运任务。

6. 卸车：至经销商仓库及工地后要宣导客户卸车过程

中轻搬轻放，不出现抛、摔、滚、拖现象，防止对产品造

成损伤，并宣导客户管材在工地存放时要妥善保管，防止

管材与尖锐物体接触摩擦。

管材卸车正确示例及错误示例：

  

 

管材存放正确示例及错误示例：

  

近期公司发现部分经销商在自行安排车辆到厂提

货时（以下简称自提），车辆车型及防护不合格，这

样易造成运输不安全和管材损伤。为提升产品运输防

护品质，公司将自提车辆要求说明如下：

一、经销商自提时请提前将《自运通知书》提供

至公司 , 包括详细司机信息，如司机姓名、身份证号、

车牌号及车辆预计到达时间，以便成品部门做好当日

车辆调度及理货工作，保证货权安全。现在已处深秋

季节，昼短夜长，再加上公司出货量大，进厂时间晚

易造成夜间装车，存在安全隐患，故此季节公司在

14：00 后不再办理提货车辆进厂，请大家提前安排车

辆到厂时间。

二、承运车辆内应保持整洁，不可携带其他货物

进厂，因带货进厂装货易造成过磅异常及运输中损伤

管材，故禁止；减少 4 米车辆使用，不允许车辆超长

装货（例如不得使用 4 米车辆承运 6 米管材），以免

管材与车厢磕碰，造成损伤。

三、经销商根据下订货物的种类及重量，须提前

将自提车辆配备好防护用品，其中架杆要求直径为

50mm, 厚度为 5mm，长度为 2.4 米的铁管，其车辆配

备数量为 :(6.8 米车：4 根 ； 9.6 米车： 8 根 ； 13 米车： 

12 根 )、绳子要求直径为 5cm 的尼绒绳子（6.8 米车：

40 米 ；9.6 米车：80 米； 13 米车：150 米）；护栏要

用毡布加以保护，避免车辆颠簸中给管材造成划痕；

冬季提货时车厢底部须铺垫棉被，避免管材与车辆底

部接触发生磨损。

四、敬请各经销商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并宣导各自

提司机，并予以遵照执行。后附车辆防护标准，供各

经销商参考。让我们共同关注车辆规范性，更好的保

护管材，保障工程顺利。

管材低温下运输注意事项

关于自提车辆的注意事项

10 月 24 日公司人员同天津通源经销商至

天津某房地产项目举办产品技术交流会，本次

会议共有 5 人参加，具体内容如下：

1. 介绍公司成立背景及生产经营情况。

2. 向 客 户 介 绍 PVC 给 排 水、PPR、PE 管

材产品性能优势及施工注意事项。

3. 现场与客户进行交流，交流内容如下：

（1）PVC 排水管粘接时应先削角，然后

涂抹适量胶合剂。涂抹胶合剂时，应避免涂抹

过少，起不到粘接作用，过多腐蚀管材，造成

漏水，提供胶合剂涂抹量参考表，供客户使用。

（2）向用户介绍如何辨别 PE 管材优劣的

方法。

（3）与客户就 PPR、PE 管材加热温度进

行交流，宣导客户务必区分两种管材加热温度，

PPR 管材焊接温度为 260±10℃，PE 管材焊接

温度为 220±10℃。

4. 通过本次交流活动，客户对公司产品知

识及规范施工有了深入了解，为后续选用公司

产品及管材规范施工奠定良好基础。

10 月 13 日， 公 司 营 业 人

员同青岛经销商至当地某绿化

工地施工指导与交流。该项目

使用 PE 管用于引水上山灌溉

绿化使用。

一、向施工人员介绍公司

PE 给水管用料、生产、检测设

备优势及辨别优劣管材的方法。

二、对施工中不规范的问

题给予纠正 :，施工人员对焊接

温度、加热、冷却时间掌握不准，

依赖经验施工。告知施工人员

管材加热温度为 220±10℃、

加热时间为壁厚 ×10s、冷却

时间为壁厚 ×1 分钟，指导施

工 人 员 将 加 热 板 温 度 调 节 至

220℃，现场协助施工人员焊接

管材。

三、通过本次交流，施工人员按照规范施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10 月 17 至 18 日，营业人员至鄂尔多斯某灌溉管网工地进行施工指导与交流，本次

施工交流有甲方技术员、乙方施工人员等共计七人参加。该项目使用 PE250mm 给水管材，

用于当地草原旅游区灌溉使用。

一、对施工中不规范的问题给予纠正 : 施工人员对焊接温度、加热、冷却时间掌

握不精确，依赖经验施工。告知施工人员管材加热温度为 220±10℃、加热时间为壁厚

×10s、冷却时间为壁厚 ×1 分钟，现场协助施工人员焊接 468 米，保证焊接质量。

二、召开 PE 给水管材

施工技术交流会，观看公司

简介视频，讲解公司 PE 给

水 管 用 料、 生 产、 检 测 设

备优势及辨别优劣管材的方

法，让参会人员对公司产品

及优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通过本次交流，使

施工人员了解正确的施工方

法，改正了施工不规范操作，

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

10 月 24 日公司营业人员组织天津某水处理公司产品技术交流会。

本次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

第一、播放公司宣传片，讲解公司背景，公司产品优势，检测指

标等。通过讲解，用户充分了解了公司产品；

第二、与用户交流产品施工方法及施工注意事项。针对用户提出

的 PVC 管线打压、管材管件的配套性以及 PVC 管材削角的重要性进

行交流，让参会人员深入了解了规范的施工流程，为其后续的施工提

供便利。

通过此次交流活动，用户深入了解公司产品，并解决了用户工程

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为后续继续选用公司产品奠定了基础。

【产品技术交流会】

施工指导与交流
10 月 25 日，公司营业人员与临沂经销商

至临沂某工厂 PVC 供水管线进行施工指导，

本次施工指导共计 3 人参加，具体指导内容

如下：

一、现场与施工人员重点介绍 PVC 给水

管胶合剂涂抹等注意事项进行交流。特别讲

解 PVC 给水管粘接时应先削角，然后涂抹适

量胶合剂。涂抹胶合剂时，应避免涂抹过少，

起不到粘接作用，过多腐蚀管材，造成漏水。

二、通过施工指导发现施工现场出现的

问题：

1、PVC 给水管材粘接时未擦干净接口处。

2、PVC 给水管材粘接时未倒角。

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善并现场进行

规范操作，向其讲解相关注意事项。通过此

次施工交流，改正了现场施工人员的不规范

操作，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为后续新厂

建设用管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至青岛某绿化工地施工指导与交流 公司至鄂尔多斯灌溉管网工地
组织施工指导与交流

所。应纠正不良的吸烟习

惯，不能躺在床上或沙发上

吸烟，不在劳动和寻物时吸

烟，不能乱丢烟头和火柴梗、

乱磕烟灰，更不能将引燃的

烟头随处乱放等。禁止大风

天在室外或野外吸烟，不准

带火柴、打火机等火种进入

山林。

四 要 谨 防 烟 花 爆 竹 火

灾。节日期间不要随意燃放

烟花爆竹，而应在指定地点

燃放。禁止携带烟花爆竹乘

坐汽车、火车、船舶和飞机。

还要教育儿童，不要在室内

或火炉内燃放鞭炮。节假日

离家外出一定要关好门窗，

防止烟花爆竹飞进屋内引起

火灾。

五要避免阳台、楼道等

地方堆放杂物。火灾发生与

否与环境的因素关系较大，

居民应及时对居室周围杂物

进行清理。由于天冷，一些

居民在阳台、安全通道中存

放物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如

果发生火灾，会影响逃生通

道的畅通；另外这些物品很

多是易燃物，火灾发生以后

会助长火势。因此定期清理

居室周围杂物，也是预防火

灾和减小火灾危害的有效途

径。

灭火常识：

燃气罐着火：要用浸湿

的棉、布、衣物等捂盖灭火，

并迅速关闭阀门。

电器、线路着火：要先

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二氧

化碳灭火器灭火，不可直接

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

爆炸伤人。

电脑着火：发现电脑开

始冒烟或起火时，应马上拔

掉电源插头或关闭电源总开

关，然后用湿毛毯或棉被等

盖住电脑，切勿向失火电脑

泼水，因为温度突然降下来，

会使炽热的显像管爆炸；此

外，电脑内仍有剩余电流，

泼水可能引起触电。

五、如何拨打报警电话：

（1）火警电话 119 打

通后，应讲清楚着火单位，

所在社区、街道、门牌号码

等详细地址； 

（2）要讲清什么东西

着火，火势情况；

（3）要讲清是平房还

是楼房，最好能讲清起火部

位，燃烧物资和燃烧情况；

（4）报警人要讲清自己

姓名、所在单位和电话号码； 

（5）报警后要派专人

在路口等候消防车的到来，

指引消防车去火场的道路，

以便迅速、准确到达起火地

点。发现火警应及时报警，

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总之，不论是在生产生

活中，冬季都是火灾的高发

区，冬季防火应该引起人们

高度的重视。元旦、春节将

至，更要注意安全防火，以

免乐极生悲。

冬季防火安全

知识及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