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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2020 年中国消防协会优秀论文奖评审会在西安圆满召开

中国消防协会优秀论文奖评审会于 2020 年 9月 23 日在西安成功举办。来自

中国消防协会、有关省消防救援总队、协会、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

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和天津、沈阳、上海、四川消防研究所等单位的

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消防协会科技服务部王鹏翔主任主持。

陕西省消防协会贾西海会长为会议致辞，贾会长简要介绍了陕西省消防协会

改制脱钩等情况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中国消防协会李引擎副会长在会上做了讲话，并对本次会议提出了希望和要

求。他希望通过本届评审会选拔出更多优秀的消防科技人才，鼓励全国消防科技

人员深入钻研业务，积极开展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与工作水平，推动火

灾科学与消防工程学科进步，促进消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同时李副会长要求本届

评审会要本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去评审，要对每篇参评论文负责，通

过评审取得一个让社会和参评人员都认可的结果。

经过一天紧张、严谨的评审，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文/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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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消防协会理事长王风林一行来我会考察交流

2020 年 9月 7日，河北省消防协会理事长王风林、常务副理事长郝贵明一

行两人来我会考察交流。省消防协会会长贾西海、秘书长卞建峰及各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座谈交流。

交流座谈会由贾西海会长主持，他代表陕西省消防协会向来宾表示诚挚的欢

迎，并介绍了我会概况。卞建峰秘书长就“协会自身建设、机构设置情况，党建

工作”、“承接政府职能和政府购买服务情况”、“消防专业委员会机构设置、

管理机制及发展规划”、“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信用等级评价标准、信用信息发

布机制”以及“会员发展管理及提供服务情况”等问题作了详尽介绍。

王风林理事长对我会的热情接待和诚恳交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河北省消防

协会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做法。座谈中两会领导一致认为通过此次相互学习，拓展

了思维，吸取了彼此之间更好的理念，推动了协会下一步各项工作落实和提升。

贾会长指出，我会要加强与兄弟协会的交流沟通，学习同行先进经验、借鉴好的

做法，推动协会工作再上台阶。 （文/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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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书法协会副主席王刚等一行五人莅临

省消防协会挥毫泼墨献墨宝

为进一步搞好消防科普宣传工作，弘扬消防精神，创作出更多消防科普宣传

作品，让全社会进一步了解消防、关心消防，8月 21 日省书法协会副主席王刚、

中国国画研究院陕西分院院长曾祥斌、西安皇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石溪、陕西

神州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瑞琦和陕西秦源书画院副院长张明琦一行五人莅

临省消防协会为“2020 年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宣传教育作品大赛”创作消防科普

书法作品。

省消防协会会长贾西海、秘书长卞建峰与书法家们进行了亲切的会谈，贾西

海会长介绍了协会在消防科普宣传方面的主要工作和成绩。创作期间，王刚副主

席亲自编撰并提笔写下“对党忠诚赴汤蹈火秉操守，为民倾心防范未然鸣警钟”

这副对联，字体行云流水、矫若惊龙，赢得在场人员连连称赞；曾祥斌院长，凝

神构思、笔走龙蛇在纸上写下“烈火英豪”四个大字，字体气势磅礴、笔酣墨饱。

石溪院长 13岁的孙女专程前来书写了“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各位书

法家们即兴创作、挥毫泼墨、各显神通，一幅幅佳作渐浮纸面，现场顿时被浓浓

的文化气息包围，不时响起阵阵掌声。“烈火真金见，唯我火焰蓝”、“牢记职

责使命，传承优良作风”、“不忘初心”、“危难关头显身手，人民心底可爱人”

等作品一气呵成，犹如腾龙走蛇，气象万千。

贾西海会长、卞建峰秘书长亲临活动现场观摩，并代表省消防协会对书法家

参与消防、关注消防、支持消防事业表示感谢。 （文/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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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消防协会会长贾西海出席 2020 消防中国万里行活动西安站

2020 年 8月 3 日，由慧聪消防网、慧聪应急产业网主办，陕西省消防协会

支持的 2020 消防中国万里行活动西安站在西安君诚国际酒店隆重举办。

陕西省消防协会会长贾西海发表致辞，他代表陕西省消防协会对重视和支持

陕西省消防协会和陕西消防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

谢。他介绍陕西乃至全国消防安全形势仍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他表示在接下

来的消防安全整治行动中，将继续开展“五进”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安全生产

意识，普及安全生产常识和技能，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同时他倡导各企业要抓住此次交流分享的机会，共促消防事业安全稳定的发展。

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原公安部消防局法规标准处处长马恒，原陕西省公安消

防总队总队长(高级工程师)，西安科技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王增

华，慧聪消防网、慧聪应急产业网总经理王振兴，西安周边优质企业、工程商和

经销代理商。消防领域专家们分别从消防法规标准、最新技术、企业生存现状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专业的剖析,大家共同探讨行业发展新方向，以最新的发展理念

引领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落实消防改革新政。部分名优企业对新产品、新技术

也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分享结束后，主办方为名优企业授牌，肯定了他们对中国

消防安全事业健康发展做出的努力。最后，前来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工程商经

销商进入自由交流环节，现场气氛热烈，企业代表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业内人士展

示了本公司的消防产品，并做详细介绍。 （文/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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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

会员代表大会圆满召开

2020 年 8月 12 日下午，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防火门窗专业委员

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永昌宾馆举行，陕西省消防协会副会长王世峰，秘书长卞建峰，

行业自律委员会主任李程航出席会议，专业委员会共有 8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

卞建峰秘书长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和《自律公约》，

宣布了《关于成立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的决定》，

并为新一届领导成员颁发聘书，所有会员单位签订了《自律公约》。

会上，西安安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赵军民总经理代表会员单位做了表态发

言：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树立担当精神；二是坚决服从监督管理，自觉履行自律

公约；三是会员企业练好内功，提高核心竞争力；四是加强会员企业合作，优势

互补。

毛修明主任委员就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思路和工作计划进行了布置：一是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二是加强社会联系，努力架起会员与社会沟通的桥

梁；三是结合实际，研究行业发展战略和目标；四是配合政府做好行业的规范和

管理工作；五是始终坚持民主办会不动摇；六是坚持服务为本，努力为会员企业

排忧解难，团结互助，共求发展。

行业自律委员会李程航主任在讲话中肯定了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

并对专业委员会提出以下四点要求：一是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要起模范带头作

用，自觉遵守自律公约；二是会员单位要支持专业委员会的工作，配合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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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监督检查工作。三是专业委员会检查前要制定详细的检查方案，统一检查标

准；四是加强与外省先进防火门窗企业的联系，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

王世峰副会长最后做了总结讲话，他对新修订的自律公约、工作细则及专业

委员会新的领导机构予以肯定。针对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的建设提出以下四点要

求：一是要将行业自律工作同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相结合，

认真学习落实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二是要高度

重视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三是要健全自律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营商

环境；四是要抓好落实管工作，全面调高产品质量。最后王世峰副会长指出防火

门窗产品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专业委员会要主动作为，发挥好监督

检查职能，更好的为陕西消防安全做贡献。

会后，天津消防研究所检测中心对防火门窗行业最新政策进行了解读，征求

了企业对新标准修改的意见，解答了消防改革后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惑。

（文/张宏伟）

陕西省消防协会召开《陕西省

企业专职消防队运营管理规范》专家评审会

2020 年 7月 14 日上午，陕西省消防协会团体标准 T/SNFPA001-2020《陕西

省企业专职消防队运营管理规范》专家评审会在万怡酒店顺利召开。省消防协会

会长贾西海，秘书长卞建峰，驻会领导李程航出席了会议，会议邀请陕西省消防

救援总队、延长石油集团炼化公司、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西安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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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有关专家成立了评审专家组。会

议由卞建峰秘书长主持。

为了规范企业专职消防队的运营管理，2019 年 3月陕西天泽中孚实业有限

公司申请编制《陕西省企业专职消防队运营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并于 4 月在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立项。该标准对企业专职消防队的人员结构、运营管理经费、队伍

执勤训练、队伍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解决了目前企业专职消防队运

营管理不规范、不统一，责任不明确，没有评价体系等问题，经一年多的调研，

编写和反复修订，提交到本次会议审定。

评审组长李程航同志组织了专家评审讨论，专家们对《陕西省企业专职消防

队运营管理规范》的各个章节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结合企

业实际给予了相应的修改意见。会议决定，陕西省消防协会团体标准 T/SNFPA00

1-2020《陕西省企业专职消防队运营管理规范》通过专家组的初步评审，评审工

作圆满完成。

评审会最后，贾西海会长发表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评审专家组的工作，对评

审专家认真负责，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予以高度评价，希望本标准的制定能使陕

西省企业专职消防队管理服务有据可依，能使企业与应急管理部门在消防安全保

障方面做到协调统一，并为全省企业专职消防队实现标准化，程序化服务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文/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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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关于成立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

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的决定

陕消协〔2020〕7 号

各防火门窗有关会员单位：

为了更好的规范我省防火门窗行业市场秩序，创新工作机制，提高产品质量，

服务社会安全。经陕西省消防协会研究决定，成立《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

员会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组成及要求如下：

一、专业委员会组织机构

主任委员：

毛修明 陕西永安兴庆门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副主任委员：

孙康献 陕西秦北消防机电设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兆天 陕西黄河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委 员：

马建新 陕西澳博森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马志安 陕西振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臧正权 陕西中意门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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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明 西安华中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军民 西安安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海江 西安天安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

杨 杰 西安万通门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建发 西安市神马节能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王思良 陕西蓝盾创展门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胡兆志 陕西恒伟特种门窗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加松 陕西兴达门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毛修明（兼）

办公室成员：王兆天、赵军民、杨 杰

《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会员名单》附后

二、专业委员会任务及要求

专业委员会要以“立足产品质量，坚持规范经营，加强行业自律，树立良好

形象”为宗旨，坚决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行业政策和产品技术标准；致力于建立自

律、诚信的激励和惩戒机制，规范企业自我管理行为，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我省防火门窗行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营商环境；要积极引导和督促

会员企业履行公约责任和义务，自觉维护专业委员会的权威性，促进我省防火门

窗行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总体效益等方向迈上新的台阶，在保

障企业利益的同时，更好的服务社会公共安全。

陕西省消防协会

2020 年 8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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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消防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防火门窗专业委员会会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职务

1 陕西永安兴庆门业有限公司 毛修明 总经理

2 陕西秦北消防机电设施有限公司 孙康献 总经理

3 陕西黄河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王兆天 总经理

4 陕西蓝盾创展门业有限公司 王思良 副总经理

5 陕西振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马志安 总经理

6 陕西澳博森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马建新 总经理

7 西安华中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吕志明 总经理

8 陕西中意门业有限公司 藏正权 总经理

9 陕西兴达门业有限公司 蔡加松 总经理

10 西安市神马节能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马建发 总经理

11 西安天安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海江 总经理

12 西安君阳门业有限公司 董国军 总经理

13 西安三力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汪荣峰 总经理

14 陕西长消消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柏美义 总经理

15 西安高科消防供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赵 栋 总经理

16 陕西胜捷门业有限公司 欧君平 总经理

17 宝鸡市江润防火门有限公司 王彦平 总经理

18 西安安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赵军民 总经理



- 11 -

19 西安万通门业有限公司 杨 杰 总经理

20 陕西绿茵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马开然 总经理

21 陕西长久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陈平顶 副总经理

22 新多集团有限公司 王 伟 总经理

23 陕西金龙特种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丁敬新 总经理

24 浙江赛银将军门业有限公司 李朝斌 陕西区域代表

25 陕西鲁峰门窗有限公司 杜月梅 总经理

26 陕西恒伟特种门窗有限公司 胡兆志 总经理

27 河南省长城门业有限公司 齐保华 陕西区域代表

28 陕西壹格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徐国才 董事长

29 陕西大润福门业有限公司 雷嵩峰 董事长

30 陕西励合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曾建良 总经理

31 陕西汇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李雪会 总经理

32 陕西华立门窗有限公司 郭 靓 法 人

33 陕西庄氏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庄国民 总经理

34 陕西赋安门窗有限公司 刘纪雅 总经理

35 西安乐乐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路艳君 总经理

36 丹阳市欢之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薛志明 总经理



- 12 -

陕西省消防协会团体标准 T/SNFPA 001—2020《企业专职消防救

援队运营管理规范》已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成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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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专家评审会，并于 2020 年 8 月 4日在全国团体信息标准平台成

功发布,请各单位参照执行。

附件：陕西省消防协会关于批准发布《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运营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的公告

陕西省消防协会关于批准发布

《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运营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的公告

陕消协〔2020〕8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陕西省消防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陕西省消防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运营管理规范》其编

号：T/SNFPA001—2020，已完成征求意见。经专家组审核，符合团体标准发布程

序，现予以批准发布。

特此公告。

陕西省消防协会

2020 年 8月 4 日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http://www.sxxfxh.com/upfile/2020/09/16/20200916153111_501.pdf


- 13 -

◆技术前沿◆

高层民用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技术

——为安全加一道防线

推荐者按：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类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在大量产生，其对防火提出了较高

要求。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成为建筑中必不可少的报警设施。我们推介本文，供大家参阅。（文章转

载自慧聪消防，作者谢祺。因出刊要求，对文中部分章节稍作删减，本文解释权归本刊所有。）

一、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类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在量产生，其对防火提

出了较高要求。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成为建筑中必不可少的报警设施。

二、设计依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明确设计依据，掌握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系统设计规范·各大消防系统安装施工验收规范及行政管理法

规等 4 大方面的消防法规。

高层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的主要内容有 5 个：火灾探测报警系统、消

防联动控制、消防电源监控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组成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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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面从专业的角度谈谈自动报警系统设计的一些原则及方法。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形势的选择

1）火灾报警系统分为区域报警系统、集中报警系统、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3

大类。

2）对建筑规模小仅需要报警，不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的保护对象宜采用

区域报警系统。

3）对建筑规模大不仅需要报警，而且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且只需设置

一台具有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保护对象，应采用

集中报警系统，并应设置一个消防控制室。

4）对超大规模建筑内设置两个及两个以上消防控制室的保护对象，或已设

置两个及两个以上集中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应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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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形势的的设计

2.1 区域报警系统的设计

1）系统应由手动报警按钮、火灾探测器、火灾声光警报器以及火灾报警控

制器等组成。

2）火灾报警控制器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3）系统设置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时，该装置应具有显示火灾报警、建

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的各类信息的功能；系统未设置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时，应设置火警传输设备。

2.2 集中报警系统的设计

1）系统应由手动报警按钮、火灾探测器、火灾声光警报器、消防应急广播、

消防专用电话、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等

组成。

2）系统中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消防应急广播的控制装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等起到集中控制的消防设备，均应

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

3）系统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具有显示火灾报警、建筑消防设

施运行状态的各类信息的功能。

四、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设计

1.应设立一个主消防控制室，并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消防控制室。

2.主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所有火灾报警信号和联动控制状态信号，并应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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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要的消防设备；各分消防控制内的消防设备之间可以互相传输并显示状态信

息，但不应互相控制。

3.系统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具有显示火灾报警、建筑消防设施

运行状态的各类信息的功能。

4.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在选择火灾探测器时，要根据探测区域内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的形成环境条

件和发展特征、房间高度、以及可能引起误报的原因等因素来决定。

1）对火灾初期有阴燃阶段，很少或没有火焰辐射的场所，产生大量的烟和

少量的热，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

2）对火灾发展迅速，产生大量的烟、热和火焰辐射的场所，可选择感温火

灾探测器、感烟火灾探测器等组合。

3）对火灾发展迅速，有强烈的火焰辐射和少量的烟、热的场所，应选择火

焰火灾探测器。

4）对火灾初期有阻燃阶段，且需要早期探测的场所，宜增设一氧化碳火灾

探测器。

5）对使用、生产可燃气体或可燃蒸气的场所，应选择可燃气体探测器。

6）对火灾形成特征不可预料的场所，可根据模拟试验的结果选择火灾探测

器。

五、系统设备的设计

5.1 系统参数的兼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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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系统设备及其连接的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

议的兼容性应符合 GB22134---200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等标

准的规定。

5.2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设计容量

1）任意一台火灾报警控制器所连接的手动报警按钮、火灾探测器和模块等

设备总数和地址总数均不应超过 3200 点，其中每一总结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

宜超过 2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定容量 10%的余量。

2）任意一台消防联动控制器地址总数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所控制

的各类模块总数不应超过 1600 点，每一联动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1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定容量 10%的余量。

5.3 总线短路隔离器的设计参数

系统总线上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火灾探测

器、手动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总数不应超过 32点；总线穿越防火分区时，应

在穿越处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

六、消防联动控制设计要求

消防联动控制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在接收到火灾信号后进行自动灭火的重

要功能。

1.在火灾报警后经逻辑确认，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在 3s内按设定的控制逻辑

准备发出联动控制信号给相应的消防设备，当消防设备动作后将信号反馈给消防

控制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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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的控制设备，除采用联动控制方式外，还应须用联

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

3.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电压控制输出应采用直流 24V。

4.需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其联动触发信号应采用两个

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组合。

七、结束语

本文的论述观点是力求实际应用，并主要想结合工程实际，其中存在不足之

出，请专家们指正。

（本文已表注来源和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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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推介◆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 西安立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立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消防技术、防火知识咨询、消防产品科研、开发、

销售、工程安装、消防维保为一体的专业综合性的消防服务机构。我公司秉承“普及消防知

识，服务社会群众”的理念，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为了提高广大市民的消防

意识和防火警觉性，专业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最具针对性系统性的创新型消防安全整

体解决方案。20000 多次公益性的消防知识宣传普及活动，600 余次的消防应急、灭火演练，

立安消防的宣传教育队伍在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赢得了相关部门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深受广大用户的信任与赞誉，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本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服务到位，信誉至上”的宗旨，内部组织机构健全，凭着

科学严格的企业内部管理，不仅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消防专业知识和技术咨询

服务，而且能够保证在工作实施过程中“科学、及时、到位、圆满”，且服务质量好。公司

多年以来在有关部门和广大用户的支持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与多家消防技术单位以及

生产厂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各种消防行业客户提供一流的国家质量认证合格产品，

全面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高性能和高稳定率，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

公司主营产品：消防器材、消防设备、消火栓系列、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列、智

能消防水炮系列、自动喷淋灭火系列、消防泵阀系列、气体灭火系列、防火防盗门窗系列、

防火卷帘、挡烟垂壁系列、安防监控系列、家居智能自动监控系列等。

继往开来，我们将继续秉承“团结拼搏、勤奋务实、开拓创新”的企业文化和发展理念，

依靠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全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集消防技术、防火

知识咨询服务、销售、工程安装、消防检测维保为一体的专业消防服务机构，全力配合我们

国家的消防安全建设，并一如既往地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地为广

大用户服务，用勤奋和智慧与业内人士和社会各界朋友紧密携手，共创消防事业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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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杨 娜

联系电话：13363986598

传 真：029-86216829

联系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二路 17 号海洋大厦 17 层

邮 箱：laxf83660119@163.com

企业网址：www.laxf119.com

精诚团结、高效求实、拼搏进取、服务社会
—— 陕西天地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天地行建设有限公司是陕西天地行实业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消防

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及各类有效证件，是专门从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联动系统、自

动灭火系统、消防栓供水系统、消防自动喷淋系统、电气火灾自动监控系统、高大场所的固

定水炮自动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及防火卷帘门、防火门系统的设备安装与

营销；公司办公面积 1000 余平方，固定资产 400 万元，年度生产总值 6000 余万。现有管理

35 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占员工比例 60%以上。劳务人员 69 人，其中水暖安装技工

33 人；钣金技工 15 人；强、弱电工 15 人；有能力承接民用、工业、矿山等大型基建项目的

建筑安装劳务工作；

公司以“精诚团结、高效求实、拼搏进取、服务社会”为理念。拥有一批专业技术力量

和具有多年实践经验且技术熟练的施工队伍，按照质量、环境、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作，确

保消防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环保符合标准要求，追求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良的

管理体系使公司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具备了承接各种类型、各种复杂条件下的消防

公司。公司向社会承诺，对工程质量实行质量保证。公司以技术力量、行业科技发展为依托，

不断致力于公共安全防范系列的施工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创新，使公司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我们以诚信为宗旨，以共同合作发展为目的，热忱欢迎新老朋友莅临指导、洽谈，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联 系 人：冯 斌

联系电话：15934888108

联系地址：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 228 号鑫苑中心 1-1-2413 室

企业网址：http://www.tdxjs.com/

mailto:laxf836601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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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 陕西华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华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具有中国西部硅谷之称的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专注消防 20 年，主营自动消防设备的设计、销售、安装、消防维保、消防物联网以及消防施

工劳务等。为客户和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消防产品和专业化消防整体解决方案。

售后服务承诺:专业化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联系电话： 029-88856389 15398053038

公司网址：http://www.sxhd88.com

质量、服务、共赢、永续
—— 榆林市鑫盛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榆林市鑫盛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经榆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金为 300 万元，专业从事消防器材维修、检测保养以及消防技术服务

为主的专业性公司。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经营宗旨。坚持诚实信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以优质的项目和良好的服务，赢得广大用户的认可，取得了较好的项目业绩。我们清醒

的认识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与厚爱。

我们将始终坚持“质量、服务、共赢、永续” 的企业精神一如既往地与社会各界携手共

进，同创美好未来。

联 系 人：严京平

联系电话：13891263828

传 真：0912-3350305

联系地址：榆林市榆阳区上郡路

邮 箱：474855536@qq.com

http://www.sxhd88.com
mailto:4748555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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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第一、真诚合作
—— 延安市宝塔区溢鑫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延安市宝塔区溢鑫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是根据《消防法》、《陕西消防条列》及其他消防

法规的规定，经陕西省公安厅消防局资质认可并备案登记，以销售、维修各类消防器材，以

及移动式、半移动式、固定式消防系统为主的专业性企业. 我公司提供的消防器材符合现

有关国家标准规范及技术条件书的要求。

我公司有雄厚技术能力，有技术工人 8 名，并拥有一批高精度维修检测设备，并定期接

受生产厂家及陕西省消防局的技术培训，能高效地满足客户的消防器材维修需要。

本公司坚持对产品与技术服务高标准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素质，使本公司赢得众

多客户的信赖。公司本着“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及时交货、信誉第一、真诚

合作及优质服务使用户满意”为经营宗旨，竭诚为广大顾客服务，随时满足顾客需求，并提

供完善的高素质的服务。

联 系 人：杨 冲

联系电话：13509115051

传 真：0911-2316806

联系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石疙塔村对面 300 米小沟沟口北侧

邮 箱：782878510@qq.com

严把质量关、贴心服务客户
—— 西安久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久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是经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陕西省公安厅消防局批准认定

并取得消防技术服务三级资质具有法定资格的专业从事灭火器维修的消防技术服务企业，注

册资金 500 万。公司现有员工 21 人，取得灭火器维修技能人员证书 7人。所有操作维修人员

均经专业培训并考试合格后上岗。

公司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中兴深蓝科技产业园，拥有一流高效智能化的专业灭

火器维修、检测设备。公司集聚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为一体，秉承“严把质量关、

贴心服务客户”的公司理念，在消防器材销售中为各用户提供名优消防产品,在消防技术服务

与灭火器维修方面以熟练精湛的维修技能保质、保量、定时满足用户的一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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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公司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维修设备的不断更新，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不断

完善,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被陕西企业质量管理中心评为“陕西省服务质量信誉 AAA 级单

位”，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真诚希望与各用户携手合作,共同做好消防

安全工作，严把质量关，使消防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并做到以防为主,防消结合,把火灾

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下。

联 系 人：范贾晨

联系电话：13186060726

传 真：029-84520351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中兴深蓝科技产业园 1号楼 C户

邮 箱：340162320@qq.com

企业网址：www.xajiusong.com

以服务求生存,以质量求效益,以信誉求发展,以创新求进步
—— 陕西星安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星安实业有限公司于 2008 年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注册资金 1060 万。

获得国家住建部门颁发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资质。公司在消防工程施工、机电安装、技术防范、消防检测/维修/维保、消防器材销售维

修方面具备专业的技术力量，并拥有一批长期从事消防事业、精通消防技术规范、经验丰富

的技术管理团队。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消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机电安

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幕墙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维护；铝塑门窗、防火门窗

的制作、安装工程；消防器材、设备、设施、装备的销售、检测、维护维修、维保；消防安

全评估；工程咨询、技术服务；建筑门窗五金配件、建筑粘和剂、密封条、办公家具、电动

工具、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标准件、锁具、安防设备、电线电缆、装饰材料的销售；消防

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智慧消防物联网技术服务。

公司一贯奉行"以服务求生存,以质量求效益,以信誉求发展,以创新求进步"的发展理念，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行业特点，以过硬的技术、科学、严谨的态度为消防事业服务，

为保障人民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联 系 人：邵 波

联系电话：029-86339119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交易展示中心一区第 26 幢 1 单元 1层 10104 号房

mailto:3401623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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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踏实、优质、一流
—— 陕西大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大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注册资金 600 万元，于 2016

年 8 月通过陕西省消防总队考核，并取得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颁发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贰级资质证书”；可在全省范围内从事民用建筑（单体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以内）、工业

建筑（甲乙类厂房除外）、厂房仓库（甲乙类仓库除外）的消防设施技术检测和维护保养。

公司拥有高级工程师 1名、一级消防工程师 3名、二级消防工程师 3名、检测维保操作

人员 5名，所有操作人员均通过中级消防操作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公司出具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报告》均统一在陕西

消防网（网址：http://www.sn119.gov.cn）上注册备案，用户可通过“检测报告”封面上的

二维码直接查询真伪、有效期及项目概况等。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完善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质量

保证体系，严格规范消防检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操作流程，并配备通过省级计量检定机

构检定的检测专业仪器设备共计 60 余台（套），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GA503-2004 建筑

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GA836-2009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准则、GB25201-2010 建筑消防设

施的维护管理等）实施消防检测及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以科学的方法、精湛的技术、优质的

服务面向全省消防检测及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市场，努力实现各级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和受检单

位“双满意”。

企业文化：诚信、踏实、优质、一流！经营理念：一切为了客户、为了客户一切、为了

一切客户！公司始终以“行业争先锋，业内树标杆”为工作目标，按照“建一流队伍，创一

流业绩，以一流检测，供一流服务”的总体要求，力争建成陕西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行业

的中坚企业。

联 系 人：张迁

联系电话：18192513125

传 真：029-86191728

联系地址：西安市凤城九路白桦林间二幢 2单元 2603

邮 箱：sxdaxf@163.com

mailto:sxdax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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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承认人才、鼓励人才
—— 西安信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信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市鄠邑区，公司拥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

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证书，公司拥有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证书，公

司目前已正式通过公安部消防社会服务机构的审核，拥有消防维护保养;消防安全评估;消防

安全检测的资格。公司主要从事：消防系统的设计、销售、施工、安装、维护保养;消防安全

评估;消防安全检测;消防咨询;消防培训;消防演练;楼宇建筑智能化的安装、调试;安防监控

设备的销售、施工、安装;机电设备安装、工业自动化系统、装饰装修、防腐保温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技术服务;防火材料、消防设备的销售等项目。

公司特别注意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承认人才、鼓励人才”，这也为客户

提供科学及高水准的服务积聚了坚定的实力。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施工人员和技术调试人员，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设备齐全，

质量管理体系售后服务制度完善。陕西省企业质量管理中心颁发的的“陕西省 AAA 级信誉单

位”、“陕西省诚信经营示范单位”荣誉证书；陕西省产业经济发展促进中心授予的“陕西

省行业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目前公司经过多年经营，业务已遍布全国各地，所参与项目深受各业主好评。我们始终

秉承“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尊崇“踏实、拼搏、责任”的企业精神，坚持“以

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以科学的方法施检，以优质的服务，严谨负责的态度，为广大客户提

供优质的服务。尽自己的力量为我国的消防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联系电话：029-89022527/18602968786

联系地址：西安市鄠邑区画展街

公司邮箱：xaxfgc119@163.com

诚信为本、合作共赢
—— 陕西帮众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邦众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在国家社会消防技术服务平台备案，在陕西省消防总队

及消防协会备案成立的专业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机构。本公司可承担所有新建、改造、年检等

消防检测服务及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

mailto:xaxfgc1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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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一批专业从事消防事业的中级建构筑物消防员 6人，高级消防设施操作员 3人，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3人。精通消防技术、熟悉消防规范，配合以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高

素质的管理团队，一流的检测设备，保证了消防检测的科学、规范、公正、准确。

公共消防安全检测依靠专业技术，结合系统化的专项检测设备，以图谱化、数据化及计

算机自动化处理技术为手段，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建筑设施内部火灾隐患的存在、危险

程度及其准确位置，并及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从而彻底消除隐患、避免各类火灾的发生。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先后为多家建筑场所提供了消防安全检测和维护保养服务。

公司以先进技术为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科学、公正、高效、热情、诚信为行

为准则，信誉为原则，以排除安全隐患为目标，及时吸收发达国家消防安全检测的先进技术

和经营理念，为全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消防安全检测服务。

业务范围：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范围：消防供电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自动

喷洒灭火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系统、机械防排烟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防火门和防火卷帘系统。

电气消防安全检测范围：电力用户电气系统的变配电装置、电气线路、控制电器和保护

电器、用电设备等。

维护保养：消防设施的全年维护保养。

二次消防改造：图纸优化设计、图纸审核技术支持、施工维修、验收技术支持。

消防技术咨询内容：在用火灾报警系统和各类自动灭火系统瘫痪的修复及系统故障排除，

大型交通隧道消防安全方案论证，地下消防工程方案论证，地面大型工程项目人性化设计方

案论证以及在用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等。

在检测过程中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检测仪器，实现了数字化检测，能对装置在“不停电”、

“非接触”的情况下通过红外、激光等手段进行检测，并经计算机处理适时观察电气装置运

行状态，及时发现易引起火灾的接触电阻过大、接触不良导致的火花电弧、系统长期过载产

生过热以及系统漏电、输配电路绝缘老化、系统接地不良等严重火灾隐患，满足用户对电气

防火安全的要求，做到防患于未然。

我们将继续奉行“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恪守“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企业宗旨，

以安全质量为中心，励志进取，与时俱进。

联 系 人：刘博

联系电话：1804962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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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为基、严格把关、公正准确、优质高效
—— 陕西金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金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注册资金 3600 万元，是经国家应急管理部注

册的具有消防检测、消防维护保养、消防评估资格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建设厅批准的

二级消防施工单位；获得了中国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2008 认证证书；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和陕西省公安厅消防局联合组织的资质认定—CMA 计量认证。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网络科技产品的研发、销售；环保设备、消防设备的维修、销售；

消防设施的检测、维护；消防安全评估；消防技术咨询；环境检测；防雷检测；消防工程、

安防工程、智能化工程、建筑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机械设备的租赁。

公司现有持证人员 25 人，其中注册消防工程师 2人，注册机电工程师 3人，高级建（构）

筑物消防员 3人，中级建（构）筑物消防员 18 人；有专业的技术施工队伍。

公司消防合作项目涉及通讯、交通运输、电力、石油化工、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商业、

国防军事、政府机关、科研单位、文物保护、旅游、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多种行业和部门。

公司始终遵循“依法为基、严格把关、公正准确、优质高效”的宗旨和始终坚持“安全

第一、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质量方针，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国家的消防事业做

出贡献。

联 系 人：范 庭

联系电话：13289811555

传 真：029-85421618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北路南段 99 号

邮 箱：649122390@qq.com

企业网址: www.jz-xiaofang.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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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感恩、精进、利他
—— 西安泛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西安泛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主要经营消防器材的销售，为客

户单位提供无偿的消防知识培训和应急灭火演练，消防安全培训科目齐全，服务单位众多。

也坚持每年为省内上万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公益性的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和应急逃生灭火

演练。是一家销售及服务非常专业的消防公司。

公司秉承“服务消防、尽责社会”的企业宗旨，积极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家庭提供

火灾综合预防方案，深受各界好评！

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沉淀，泛海消防团队已发展到 100 余人，在全省西安、咸阳、宝鸡、

汉中都设有兄弟子公司或办事处，公益性消防宣传已经遍及全省，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泛海消防本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的理念，秉承“积

极、感恩、精进、利他”的企业文化，努力将“泛海消防”打造成为消防行业知名品牌，致

力成为行业内最具公信力的“消防技术服务专家”。

消防安全工作重于泰山，我们将以精湛的技术、专业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公正的行为、

高效的工作为全省更多机关、企事业单位服务，期待与社会各界友好携手，为国家消防事业

蒸蒸日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做出不懈地努力和奉献，成为一支促进中国消防行业技术进步

的主力军。

联 系 人：张春光

联系方式：13659260956

传 真：029-33786930



报： 中国消防协会会长、秘书长、协会各部门，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办公室、学会学术部，

送： 陕西省消防总队，各消防支队，

总队各部门、有关处室，总队培训基地，

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

协会会员单位、个人会员。

（存档 3 份，共印 4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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