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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新杨
路一小吃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发
生后，一个关于燃气着火后是先灭火
还是先关阀的消防培训视频引发网
友关注。

对此，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官
方微博及时发布权威答案：液化气钢
瓶着火，应根据现场情况，采取不同
的处置措施。通常来说，有以下两种
情况：

第一种：在液化气钢瓶阀门完好
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门，阀门关了火
就灭了。网上流传的“先灭火、后关
阀，否则会回火导致爆炸”的情况，在
液化气钢瓶着火时是不会发生的。只
有在燃气管道着火时，如果快速关阀，
会导致管道里压力快速下降，管道外
面的压力比里面的压力大，才会把火
压到管道里去造成回火。

消防员在处置燃气管道着火时，
首先会慢慢把管道阀门关到最小状
态，把火焰降到最小后，再关阀灭火。
这样是为了防止回火。液化气钢瓶瓶
体和瓶口较小，相对来说压力较小，不
会产生压力差，而且液化气钢瓶里面
的压力比外界大。

第二种：如果着火的液化气钢瓶
阀门损坏，可以不灭火，先把液化气钢
瓶拎到空旷地带站立放置，再用水冷
却瓶身，等待液化气燃烧完毕即可；烧
着的液化气钢瓶如果在居民家中无法
转移，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
堵住瓶口，并送至专业的液化气站进
行处置。 □ 曾法

燃气着火后，先灭
火还是先关阀门？

（1990 年 6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 1990 年 6 月 28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公
布 自 199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
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发扬爱国主
义精神，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按照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制作。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
和爱护国旗。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
本行政区域内国旗的升挂和使用，
实施监督管理。

外交部、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各自管
辖范围内国旗的升挂和使用，实施
监督管理。

国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
民政府指定的企业制作。

第五条 下列场所或者机构所
在地，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一）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

（三）外交部；
（四）出境入境的机场、港口、火车

站和其他边境口岸，边防海防哨所。
第六条 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地方各级委员会，应当在工
作日升挂国旗。

全日制学校，除寒假、暑假和星期
日外，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第七条 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
旦和春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
体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城镇居民院（楼）
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有条
件的可以升挂国旗。

不以春节为传统节日的少数民族
地区，春节是否升挂国旗，由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机关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自治地方成
立纪念日和主要传统民族节日，可以
升挂国旗。

第八条 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
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展览会，
可以升挂国旗。

第九条 外交活动以及国家驻外
使馆领馆和其他外交代表机构升挂、
使用国旗的办法，由外交部规定。

第十条 军事机关、军队营区、军
用舰船，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
规定升挂国旗。

第十一条 民用船舶和进入中国
领水的外国船舶升挂国旗的办法，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

公安部门执行边防、治安、消防任
务的船舶升挂国旗的办法，由国务院
公安部门规定。

第十二条 依照本法第五条、第六
条、第七条的规定升挂国旗的，应当早
晨升起，傍晚降下。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升挂国旗的，
遇有恶劣天气，可以不升挂。

第十三条 升挂国旗时，可以举行
升旗仪式。

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
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
敬，并可以奏国歌或者唱国歌。

全日制中学小学，除假期外，每周
举行一次升旗仪式。

第十四条 下列人士逝世，下半旗
志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
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主席；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
贡献的人；

（四）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
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
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
以下半旗志哀。

依照本条第一款（三）、（四）项和
第二款的规定下半旗，由国务院决定。

依照本条规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
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
院决定。

第十五条 升挂国旗，应当将国
旗置于显著的位置。

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
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

国旗与其他旗帜同时升挂时，
应当将国旗置于中心、较高或者突
出的位置。

在外事活动中同时升挂两个以
上国家的国旗时，应当按照外交部
的规定或者国际惯例升挂。

第十六条 在直立的旗杆上升
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
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
得使国旗落地。

下半旗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
杆顶，然后降至旗顶与杆顶之间的
距离为旗杆全长的三分之一处；降
下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
再降下。

第十七条 不得升挂破损、污
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

第十八条 国旗及其图案不得
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
丧事活动。

第十九条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
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
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
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规
定，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
拘留。

第二十条 本法自 1990年 10月
1日起施行。

□ 中国普法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上接1版）专题议政会上，民盟区
委、民进区委、九三学社区委、致
公党区支部、区政协经济委员会
等五家课题调研单位代表，分别
作了专题发言。随后，区经委、区
农业农村委、区体育局、区生态产
业办、崇明花博会筹备组等区政

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就有关问题
作了回应。

邹明指出，区政协全体委员和区
各民主党派团体要进一步坚定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的信心，继续围绕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大局，充分发挥人
才优势、智力优势，开展广泛深入的

调研工作，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希望区政府及
各职能部门进一步支持人民政协协
商民主建设，继续与政协相关界别、
专委会开展广泛深入的协商，为持续
推 进 崇 明 世 界 级 生 态 岛 建 设 共 同
努力。

（上接 1版）他指出，临沧市集众智、
聚合力，高质量打赢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
进展，成绩令人欣喜，也让我们备受
鼓舞。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
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崇明一
定坚决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更大的担当、
更实的举措，持续扎实做好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同时，感谢临沧市
委、市政府对崇明援滇干部的关心

帮助。
会上，崇明区与临沧市签署消费

扶贫框架合作协议、建设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还共同观看了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总体规划专题片。

会前，杨浩东率领临沧市党政代
表团来到港沿镇园艺村、中兴镇红星
村、陈家镇花漂村，实地考察本区乡村
振兴示范村建设、民宿产业发展和基
层社会治理等工作。

（上接 1版）唐海龙指出，农民
集中居住是当前崇明老百姓普遍关
心的问题。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调研选择这一课题，就
是为了深入了解群众诉求，推动问
题解决，加快推进工作，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
唐海龙指出，农民集中居住，有利

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有利于环境质
量、区域面貌的提升，有利于老百姓生
活的改善，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
难事，我们要把准方向、不畏艰难，加

强统筹协调，坚定不移推进。要切实
扛起责任、履行使命，以农民集中居住
工作的推进落实，推动崇明又好又快
发展。要坚持公平、自愿的原则，坚持
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共同把好事做实做好。

（上接 1版）自 2018 年 4 月 9 日获得
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举办权以
来，花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大企业、社会机
构纷纷以花博会为崇明带来的发展
机遇为切入点，积极来崇寻求合作与
发展。

崇明区政府与华虹集团遵循相互
融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协作共赢
的原则，围绕共同打造一届“生态、创
新、人文、共享”的花博盛会，推进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这一目标任务，开
展了多次对接交流，形成了合作意向
和具体合作路径。通过此次签约，崇
明区政府将与华虹集团进一步抓住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筹备
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强紧密合作，共同
实现高质量发展。

唐海龙在致辞中代表崇明区委、
区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社会各界表示
衷心感谢。他表示，崇明是河口之
岛、城市之岛、生态之岛，未来还将是
花卉之岛。崇明区政府和华虹集团
当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以及崇明举办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为契机，加强在智慧园区、智慧
旅游、智慧乡村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希望华虹集团能够在专业领域发挥
特长，助力生态岛建设和花博会举
办，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上接1版）希望崇明区委党校要始
终坚持党校姓党，聚焦党的理论教
育和党性教育，不断提高干部教育
培训质量，为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
岛提供干部人才保障。要围绕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力争形成一批有深度、有高度、有影
响的研究成果，为区委、区政府决策
提供智力支持。

唐 海 龙 指 出 ，要 坚 持 党 性 铸

魂，把论坛打造成为崇明干部向党
看齐态度的“外化标杆”，推动党性
教育入脑入心、刻骨铭心。要注重
知行合一，把论坛打造成为崇明干
部学以致用深度的“衡量标尺”，让
广大干部在火热实践中提升解决实
际问题的本领。

唐海龙强调，要矢志不懈奋斗，
把论坛打造成为崇明干部担当作为
力度的“展示平台”。要以强烈的政
治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把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的目标愿景与党的初心使
命贯通连接起来，全力打造高颜值
生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要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实现换
道引领，广大干部必须紧紧握住手
中的接力棒，奋力跑出“加速度”，奋
勇创造“新纪录”。要以强烈的责任
担当提升群众福祉，广大干部必须
牢 固 树 立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持续扎实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

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抓住战略机遇 实现共同发展

区政协召开专题议政会

崇明干部的一次“头脑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