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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小区消防
“生命通道”，
江北的这个小区这样做

乱停车、多次提醒仍不挪走，将被锁车
1 个月 3 次乱停拉入
“黑名单”不得入内
消防安全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它的畅通关系到居民的生命安全。为切实加强消防车通道
管理和维护，着力解决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问题，自去年 12 月以来，我市各区消防一直
在推进“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
。
“外面”的好治理，小区内该怎么治理，是一个令人困扰的“老大难”问题。近日，记者走访了
江北区两个非常典型的小区——一个是大型小区，物业严格治理、多管齐下，已见成效；一个是
老旧小区，业主们群思群策，正在探索办法。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半山华府小区内，
车辆都停在划线的位置上。

半山华府小区
江北区消防安全通道治理工作现场。

物业打电话、上门提醒挪车
一个月 3 次乱停进
“黑名单”

江北区

位于江北区兴竹路的半山华府小区，以前一直是消防通道治理
的老大难小区。该小区共有 3008 户住户，但停车位仅有不到 1000
个（含临时停车位），停车非常紧张。小区毗邻观音桥商圈，距离九
街、金源不夜城等知名夜场较近，这里租户很多。以前，大量出租车、
三轮车、
“黑车”停泊在小区门口拉客，出入拥挤。2017 年某住户家中
发生火灾，发生了消防通道被占、消防车无法驶入的情况。
近日，记者在半山华府小区门口看到，门口的空地周围打有很多
地桩，车辆根本无法驶入地桩范围内。该小区保安介绍，自从打上地
桩后，以前门口拥挤的停车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而在小区内部，所
有车辆均停靠在划线的车位上，未发现乱停情况。
“为了防止业主乱停车，占用消防安全通道，我们在小区的内部
道路都划上了消防安全通道标识，并且在重要路段设置‘消防车道
禁止占用’的标牌。”半山华府小区物业负责人介绍，该小区 669 个车
位均已售出，目前有 230 个临时停车位，在智能停车系统的帮助下，
车位是否有空余，
物业管理人员一目了然，
车满则不放行。
此外，
小区内新增了 20 个可 360°旋转的高清摄像头，
修复了 40
个监控摄像头，
物业管理人员在中控室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区内是否
有人乱停车，
物业还有专门的巡逻人员监督是否有车乱停乱放。不仅
如此，
物业还设置了 24 小时举报热线，
一旦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
居民
可以拨打物业电话进行举报，
物业会在第一时间前往处理。
对乱停车的业主，小区物业会首先进行电话通知挪车，并且在车
辆上粘贴提醒，如果业主在半个小时内没有前来挪车，物业巡逻队员
就会上门提醒，对于仍未下来挪车的业主，物业将进行锁车处理。当
业主要求解锁开走时，作为惩罚，物业会延迟两个小时开锁。如果一
个月内超过三次乱停，
物业就将其拉入
“黑名单”
，本月禁止入内。
“前期整改时，难度确实很大。”半山华府物业负责人称，现在小
区业主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管理方式，大家也开始意识到消防安全
通道的重要性，
“现在都特别支持。
”
“当然，业主的停车难题，我们也正在寻求方法来解决。”这位负
责人介绍，小区物业正在积极与市政部门沟通，希望能在小区附近为
业主们寻找到方便、便宜的停车位置，同时物业计划将小区内不影响
到设计和美观的“多余”建筑（花台、草坪等）改造成停车位，以此改善
业主停车难问题。
“以前，我们小区是出了名的门口特别堵、里面停车特别乱，别说
消防车，业主自己的车都经常进不去、出不来。”半山华府居民赵先生
说，2017 年更换了物业公司，新的物业公司一来就开始整改，刚开始
都不理解，觉得物业“多事”，但是现在大家都懂了，消防通道确实“很
重要”
，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
这就是
“救命通道”。

区各部门联合行动
将责任划分
“到位”
渝澳港湾小区内，
地上有新画好的消防通道标识。

渝澳港湾小区

业主主动把钥匙留在保安亭
确保消防通道不堵塞
江北区渝澳港湾小区大门内，地上新画好的消
防通道标识提醒业主：
这里不能停车！
渝澳港湾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内仅有一栋楼
房，
没有地下停车库，
在小区大门和楼房之间，
有一条
几十米的通道，这里就成了业主们平日的“停车位”。
“以前，
这里停的车比较多，
虽然我们一直想要改变这
种情况，但因为确实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停车，也没办
法得到业主的支持。
”
小区物业负责人李霞说。
今年 1 月 1 日晚上，渝澳港湾小区物业召开了全
体业主大会，共同商讨怎样才能确保“生命通道”的
畅通问题，业主们群思群策，当天就画好消防通道标
识。同时，在业主的主动申请下，只要人不在小区
内，就将车钥匙放在保安亭，确保车子能够第一时间
被开走，
以免阻碍消防车进入。
“现在，大家特别自觉，业主就连出去吃个饭都
会将车钥匙主动交到保安亭来，一旦发生火情，保安
就会组织人手将可能妨碍到消防车的车辆全部开
走。”李霞说，小区附近确实没有便利的停车场，这也
是他们暂时能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目前，物业正
在计划将现有的单排车位改建成多层车位，以便有
限的空间停放更多的车辆。
此外，物业巡逻人员每天都会检查供给消防水
管的蓄水池水位，定期检查消防栓是否有水，并且在
每层楼放置灭火器等灭火工具，确保发生险情时第
一时间能够有效使用。

记者在江北区了解到，江北区开展的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
理行动由江北区城市管理局负责牵头，组织各镇街和有关行业部
门对全区所有消防通道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全面治理消防通道被
堵塞、占用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行动中，江北区各部门
针对市政道路、小区道路、标识标牌等整治任务“该归谁管”，进行
了明确的划分：
对城市市政道路被占用、堵塞影响消防车通行的违法行为，江
北区公安交巡警将严格依法查处；
小区内的消防通道，有物业公司管理的由区住房城乡建委、无
物业公司管理的由各街道组织开展排查工作；
区消防救援支队要负责明确统一消防通道标识，消防通道标
识既要包含路面上的黄色禁停标线，也要包含人行道路基禁停标
线，同时，还要设置竖向警示标牌和举报信息标牌（此标牌由城市
管理局设定）；
城市道路上的消防通道标识标牌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区公
安交巡警支队负责施划和设置，对于小区内的消防通道标识标牌，
有物业公司管理的由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指导物业公司施划
和设置，
无物业公司管理的由各街道自行负责；
对于市政道路的消防通道治理工作，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区城市管理局和各镇街均要参加进来。要根据道
路的实际情况，对于可供双车并行且宽度大于 8 米的市政道路，可
通过在中间增设隔离带的方式，杜绝车辆占道停车。对于道路本
身宽度不足的，可采取拓宽道路或者借助设置双向红绿灯的方式
予以解决；
对于小区内消防车通道治理工作，首要是将违法设置的固定
路障、限高杆、架空管线等障碍物全部拆除。同时，加强小区道路
内技防措施，视情采取设置可移动式的阻车石墩或软性阻拦桩杜
绝小区业主车辆乱停乱放导致消防通道被占用的问题；
对于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堵塞的违法行为，由区公安分局负
责开展每日执法，其中市政道路的违法行为由区公安交巡警支队
负责处理，小区内的违法行为由各公安派出所负责处理。同时，区
大数据发展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和区公安交巡警支队要相互配合、
积极协作，探索建立消防通道视频监控管理、违法处理平台，通过
大数据技防措施及时处理违法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景区开起
“助力脱贫攻坚年货集市”附近贫困户的日子越过越好
“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菠菜，
新鲜得很！”
昨天
上午，
涪陵区美心红酒小镇景区
“助力脱贫攻坚
年货集市”上，
蔺市镇大桥村村民陈家莲将手上
的菠菜整理干净，
一捆捆整齐码放起来，
招呼着
过往的行人。

以前很苦现在很甜
菠菜、香菜、榨菜头、莲花白……昨天一大
早，
太阳出来了，
陈家莲和丈夫尹光胜开始忙活
起来，
把自家地里的青菜、水果都带了过来。
陈家莲和尹光胜今年都是 57 岁，是当地的
建卡贫困户，依靠种地卖菜为生。夫妇俩分工
明确：陈家莲负责卖菜；尹光胜腰椎有病，不能
久站，
负责挖菜、送菜。
“菠菜多少钱一把？”
“2 块钱。”菠菜刚从地
里摘回来，特别新鲜，特别受欢迎。不多时，几
十捆菠菜就被抢购一空。
“这个集市上的蔬菜特
别新鲜而且便宜。”江北的孙女士说，她是开车
过来的，
买了很多青菜，还买了些南瓜、红薯，打
算回去送给爸妈一些。当她听说这些菜农都是
贫困户时，连价钱都不讲了。

年货集市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购买。
陈家莲和尹光胜住在离红酒小镇不远的地
方，
儿子在主城区打工，家里还有正在读小学的
孙儿孙女要照顾。
“这两个孩子的妈妈嫌家里穷，
都走了。儿
子在外面打工，孙子孙女都由我们来照顾。”陈
家莲有些无奈地说，之前家里条件不好，
照顾孩
子特别吃力，
现在扶贫政策越来越好，
政府想着

法子帮大家赚钱，
孩子也长大上学了，
日子越来
越好，
也越来越甜。

想搞养殖脱贫致富
“这里的集市邀请贫困户过来免费摆摊，
我
们早早就过来了。”陈家莲说，
“这里人多，菜很
好卖，
也卖得起价格。夏天卖丝瓜，
生意好的时

候一天能卖一两百元。
”
去年，
陈家莲种了一百多窝丝瓜、几十窝白
菜，还种了些榨菜、菠菜、香菜、莲花白……
“今
年春节过了，打算把菜都收了就在地里种上包
谷。
”
兜里渐渐有了些钱，尹光胜也有了更多的
想法，对 2020 年也有了新的期盼：这段时间，家
里陆续养殖了 40 多只大鹅，今后还打算扩大规
模，
多养上一些，
多赚些钱。
据介绍，
“ 助力脱贫攻坚集市”是去年 4 月
份蔺市镇政府和美心红酒小镇景区共同打造
的，其目的是：解决当地村民的农副产品的销
路，增加农民的收入；让游客在景区游玩的同
时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
果。
“这个集市是我们蔺市镇脱贫攻坚成果的
展示。”蔺市镇宣传统战部委员方敏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集市由政府牵头、企业搭台、村里推
动、村民参与，
能够进一步加快拓宽村民和贫困
户农产品销售渠道。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