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 

T/SNFPA
陕 西 省 消 防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T/SNFPA001—2020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运营管理规范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for full-time enterprise fire brigade 

（报批稿） 

2020 - 08 - 04发布 2020 - 08 - 04实施 

陕西省消防协会 发 布



T/SNFPA001—2020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2 

4 总则 .............................................................................. 2 

5 人员配备及职责 .................................................................... 2 

6 运营管理费用 ...................................................................... 3 

7 执勤管理 .......................................................................... 4 



T/SNFPA001—2020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1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陕西省消防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陕西省消防协会、陕西天泽中孚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卞建峰  程乔漉  魏玉良  杨军  雷薪钰 

本标准由陕西省消防协会负责解释。 

本标准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陕西省消防协会 

电话：029-86167617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三路 19号

邮编：7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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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运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运营管理中的人员配备、岗位职责、管理费用以及执勤管理等方

面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运营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160《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防火设计规范》 

GB51054《城市消防站设计规范》 

DL5027《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建标 152《城市消防站建设规范》 

MH/T 7002《民用航空运输机场消防站装备配备》 

MH/T 7015《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飞行区消防设施》 

DB61/T1016《企业、事业单位专职消防站建设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 

《企业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令第 421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591号） 

《关于规范和加强企业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6】25号） 

《机关、团体、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第 61号令）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第 120号令） 

《陕西省消防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一届〕第 20号公布） 

《陕西省地方专职消防队建设暂行规定》（陕政办发【2007】122号） 

《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 

《中国石油专职消防队执勤战斗业务培训大纲》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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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 Enterprise full-time rescue fire brigade 

由企业建立、管理、使用，具有防火灭火技术装备、人员、住所，主要从事本单位防火灭火和应急

救援工作，承担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任务的专业队伍。 

3.2 专职消防员  full-time firefighter 

在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从事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的人员。 

4 总则 

4.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必须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所在企业的消防工

作及应承担的社会义务。 

4.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建设应符合 DB61/T1016有关规定，并结合企业实际确定建设规模和人员编

制。 

4.3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服从企业的管理，同时接受消防救援机构的业务指导。 

5 人员配备及职责 

5.1 人员配备 

5.1.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岗位应由队长、副队长、班长、战斗员、驾驶员、通信员等组成。 

5.1.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配备的专职消防员应按照“三班四运转”的工作制度，做到定岗定员。 

5.2 人员条件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a) 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业务技

能；

b) 管理干部具有消防行业 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备作战指挥能力，年龄在 25周岁至 50周岁之间； 

c) 专职消防员年龄在 18 周岁至 35周岁；

d) 身体条件应符合 GBZ221的规定；

e) 政治审核合格；

f) 业务培训考核合格。

5.3 岗位职责 

5.3.1 队长职责 

a) 带领全队人员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和日常管理制度，教育培养所属人员，不断提高其政治素养、

专业技能和业务能力；

b) 了解和掌握全队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计划和要求制定落实的具体措施；

c) 组织落实全队的战备工作，落实战备措施，指挥全队完成各项任务；

d) 组织落实全队的防火工作，组织依法履行火灾预防、消防安全管理以及火灾事故调查等职责； 

e) 组织落实全队的训练工作，落实灭火救援业务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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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掌握全队作战实力情况，组织做好装备器材管理工作；

g) 掌握装备器材的技术性能，组织开展技战术研究，提高实战运用能力。

5.3.2 副队长职责 

a) 掌握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及时向队长提出意见建议；

b) 协助队长拟制灭火救援业务训练计划，负责训练以及考评工作的组织实施；

c) 协助队长检查督促全队人员保持战备状态，指挥完成各项任务；

d) 协助队长具体组织专职消防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和日常管理制度； 

e) 了解掌握专职消防员的思想动态，协调解决专职消防员的实际困难。

5.3.3 班长职责 

a) 组织全班人员落实值班备勤措施，完成各项日常防火、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任务；

b) 组织全班人员完成教育学习和执勤训练任务，提高全班人员的政治素养、专业技能和业务能力； 

c) 组织全班人员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严格组织纪律，养成良好作风；

d) 组织全班加强装备器材维护保养，严格遵守装备器材使用管理规定，熟练掌握装备器材操作规

程；

e) 掌握全班人员的思想情况和心理状况，及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疏导工作，保证各项任务

的完成；

f) 教育和监督全班落实安全措施，预防各种事故、案件。

5.3.4 战斗员职责 

a) 根据职责分工，完成防火、灭火和应急救援任务；

b) 熟悉企业生产工艺火灾危险性，和道路、消防设施和水源等情况；

c) 保持个人装备和分工保养的器材完整好用，掌握装备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

d) 参加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e) 听到出动信号时，迅速着装，按规定位置登车。

5.3.5 驾驶员职责 

a) 熟悉企业道路、水源和单位基本情况，熟悉灭火救援预案；

b) 熟悉消防车辆的构造及车载固定灭火救援装备的技术性能，掌握操作使用方法，能够排除一

般故障；

c) 负责消防车辆和车载固定灭火救援装备的维护保养，及时补充油、水、电、气和灭火剂。

5.3.6 通信员职责 

a) 接收企业灾害事故报警或者消防救援机构的指令，立即发出出动信号，并做好记录；

b) 熟练使用和维护通信装备，及时发现故障并保修；

c) 及时整理灭火和救援工作档案；

d) 及时向值班队长报告工作中的重要情况。

6 运营管理费用 

6.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营房建设、车辆器材装备、人员工资福利、日常运行业务等所需经费应列

入企业单位财务预算。 

6.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人员工资待遇应与其承担的高危险性职业相适应，不低于本企业一线员工工

资水平，并纳入企业员工量化考核和晋升激励机制，按照有关规定落实社会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工资津贴和补助、伤残抚恤待遇等。 

6.3 按照 DB61/T1016的规定，结合企业消防安全风险特点，为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配备消防车辆、灭

火器材、抢险救援器材、基本防护装备和特种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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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勤管理 

7.1 日常管理 

7.1.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按照 DB61/T1016的要求，参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的有关规

定，健全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正规的学习、训练、执勤等工作和生活秩序。 

7.1.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各级执勤人员应实行一日生活制，明确规定起床、早操、整理内务、洗

漱、早检查、开饭、操课、午休、课外活动、晚点名、就寝等活动的时间、内容和要求。 

7.1.3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明确规定执勤人员的正常执勤以及用餐、洗浴、业务训练、文体活动、

集体劳动、大型会议、消防车加油等情况下的出动方式，明确规定个人活动的允许范围，确保接到出动

指令后，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迅速出动。 

7.1.4 建立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战备检查制度，重点检查战备教育、紧急出动、战术与技术运用、装

备完好、预案熟悉、物资保障准备等内容。每天至少进行一次战备检查。 

7.1.5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必须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组织，制定安全措施、落实安全责任、

定期组织安全检查，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7.1.6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掌握所在企业消防水源、道路情况，建立消防水源、道路分布图、档案

卡和检查记录，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处理。 

7.1.7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值班执勤人员应当熟悉本单位的建筑结构和使用情况、重点部位、消防

设施，掌握本单位主要灾害事故的类型和处置对策、基本程序。 

7.1.8 企业改变生产、存储物资的性质、变更原材料、产品以及需要进行新建、扩建、改造工程施工

时，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参与，并提出改进消防安全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7.1.9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要配合企业建立防火责任制，定期深入责任区进行防火检查，督促其消除

火险隐患，建立防火档案。 

7.1.10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定期向企业、主管领导和消防救援机构汇报消防工作。发现违反消防

法规的情况，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7.1.1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消防车应按规定办理有关使用手续，不得用于与消防无关的活动。消防

车、抢险救援车实行准驾制度，驾驶员须取得专业培训合格证书。 

7.1.1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建立各类消防装备器材的配备、使用和维护保养等制度，建立相应的档

案或台帐，编制维修保养计划，确保随时处于战备状态，接到灾害事故报警能快速有效地投入灭火和应

急救援战斗。 

7.1.13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在企业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消防常识，参加企业的消防安

全管理、动火等危险作业现场监护等工作，负责训练志愿消防员。 

7.1.14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建立有效的教育训练计划和考核体系，做到月有计

划、季有考核，并建立完整的教育训练档案。 

7.2 执勤训练 

7.2.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实行昼夜执勤制和执勤队长负责制，执勤队长由队长、副队长轮流担

任。执勤人员由班长、战斗员、驾驶员和通信员组成。实行 24H 值班备勤，执勤人员应坚守岗位，不得

擅离职守，并加强节、假日执勤。 

7.2.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各级战备值班应实行交接班制，每班对执勤人员、执勤战斗装备的运行

状况、营房和通信设施的使用情况进行交接，并严格履行交接手续。交接班时，接到紧急出动信号，应

由交班人员出动，完成任务归队后再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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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每班应对当班的执勤人员、执勤战斗装备和灭火剂的数量进行实时统计和

记录，在全队范围内发布，并按企业规定的程序逐级上报。外出执行火灾扑救、抢险救援、现场监护等

执勤战斗任务时，应按照企业的相应规定逐级上报。 

7.2.4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构建共同训练与自主训练相结合的训练模式，明确训练内容、目标要

求、考核规范、达标时限，定期组织达标考核。共同训练以熟悉生产工艺流程、班组操法、技战术、实

战演练等内容为主，集体组织实施；自主训练以业务理论学习、体能技能训练、队列训练、战术训练等

内容为主，可参照消防救援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实施。 

7.2.5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应结合所驻守企业的火灾特点、危险性、处置措施等进行系统性的有组

织、有计划地学习，并建立相应的理论学习档案，定期组织理论考试和知识竞赛等活动。 

7.2.6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员应每年进行体能测试。体能测试分为基础体能测试和应用体能测试。体

能测试应参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消防救援人员业务训练教材》执行。 

7.2.7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根据执勤战备的需要，制定灭火作战、抢险救援的总体预案，并针对关

键生产装置、要害部位制定专项预案，每季度至少演练一次。 

7.2.8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以灾害事故风险和危害调查评估结果为依据，按照最大、最难、最危

险、最复杂情况下灭火与应急救援任务的需要，制定灭火救援预案。 

7.3 灭火救援 

7.3.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救”的指导思想，执行灭火救援任务。 

7.3.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参加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消

防救援机构的指挥下实施。 

7.3.3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和消防救援机构共同执行灭火与应急救援任务时，由消防救援机构实施统

一指挥；两个以上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协同作战时，按属地实施指挥。 

7.3.4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要立即扑救，及时抢救人员和

物资，并向消防救援机构报告。接到消防救援机构的调令时，应当迅速出动，听从指挥。 

7.3.5 在灭火战斗中，应当按照先控制、后消灭，集中兵力、准确迅速、攻防并举的作战原则，果断

灵活地运用堵截、突破、夹攻、合击、分割、围歼、排烟、破拆、封堵、监护、撤离等战术方法，科学

有序地开展火灾扑救行动。 

7.3.6 当灭火救援过程中可能发生爆炸、毒害物质泄漏、油品沸溢、喷溅或装置、设备、建（构）筑

物倒塌时，应采用安全有效的战术措施。当发现险情征兆，无法控制和消除，威胁参战人员生命安全时，

应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并与有关部门、专业力量、工艺处置队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7.3.7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除完成火灾扑救任务外，还应积极参与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危险化学品泄

漏、自然灾害、建筑坍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爆炸及恐怖事件的救援工作，并参与配合处置重大环境

污染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7.3.8 火灾扑救中，应当按照下列基本要求做好安全防护： 

a) 进入火场的所有人员，应当根据危害程度和防护等级佩戴防护装具，并经安全员检查、登记；

进入火场后，应当合理选择进攻路线、阵地，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b) 在可能发生爆炸、毒害物质泄漏、建筑物倒塌和可燃液体沸溢、喷溅，以及浓烟、缺氧等危险

的情况下进行灭火和救人时，应当组成精干作业组，设置安全观察哨，布置水枪掩护，留有备

用力量，尽量减少现场作业人员，严禁擅自行动；

c) 在需要采取关阀断料、开阀导流、降温降压、点火放空、紧急停车等措施时，应当掩护配合单

位工程技术人员实施，严禁盲目行动；

d) 对火场内带电线路和设备应当视情况采取切断电源或预防触电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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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当火场出现爆炸、轰燃、倒塌、沸溢、喷溅等险情征兆，而又无法及时控制或者消除，直接威

胁参战人员的生命安全时，现场指挥员应当果断组织参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并立即清点人

数，视机再组织实施灭火救援行动。

7.4 称谓和标识 

7.4.1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在营门悬挂名称标牌，名称标牌内容为“XXX（单位名）企业专职消防救

援队”，名称标牌长 200CM，宽 30CM，均为白底黑字，规范宋体，纵向悬挂。 

7.4.2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应统一服装。 

7.4.3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必须统一着装和佩戴标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