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

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采购项目的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项目简介

为适应当前形势下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的社会需求，夯实基层灾害防

控基础，提升社会消防安全治理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区域灾害处置能力，真正发挥

应急救援中心一专多能的效果。结合八大湖街道、金湖路街道 1600 余处九小场

所前期摸底调查情况，建设一处社区应急救援中心，辐射覆盖八大湖街道和金湖

路街道，增加区域内防火灭火和应急救援力量。

本项目服务内容主要包含：应急救援中心的运营管理、消防服务人员劳务、

餐费及消防设备租赁等费用。

2.2 职责与功能

应急救援中心担负的职责有：辖区初期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社会救助等；

开展辖区消防应急演练、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培训教育等；24 小时战斗备勤值班、

巡检巡查；参与全区重大活动值守备勤等；参与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

处置、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活动等。具体功能有：

1.扑救与控制初起火灾。具备基本的初起火灾扑救能力，达到 “救早、灭

小、三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的要求。

2.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能够具备开展辖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的能力，

能够发现辖区内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并及时指导整改。

3.开展消防安全宣教。能够针对不同场所、单位、人群定期进行消防知识

宣传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本辖区内广大居民群众、单位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基



本素质。

4.制定消防灭火应急预案并开展实战演练。能够针对不同性质的社会单位

制定有针对性的灭火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实战演练。

5.有效管理社会单位。能够将辖区内各重点单位、社会一般单位、九小场

所进行规范化管理，做到底数清、心里明，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辖区网格化管理

工作。

6.开展社会面救援支援。能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政府各专业队

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抢险救灾、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突发灾害事件的救援和

支援工作。

7.参与重大活动安全保障。能够在区应急管理局的领导和有效组织下，执

行保障、执勤、巡防等重大活动的值守备勤任务。

2.3 机构管理人员配置及职责分工

救援中心由区应急局统一管理，在具体工作中与各街道、社区等横向联动、

密切配合。八大湖应急救援中心配备人员 11 名，采取轮休制度，值班 24 小时，

休息 24 小时，保证每天 6人在岗值班。由市南消防大队和区人武部统一集训，

强化消防救援培训和演练，在初起火灾扑救、消防隐患排查、宣教培训、应急救

援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应急消防执法救援力量的必要补充，促进区域安全防控

和应急处置能力。

八大湖应急救援中心配备专业人员 11 名，设主任 1名，安全巡查员兼文员

2名，通讯员兼战斗员 2名，另有战斗班班（组）长 2名，战斗员 4名。

（一）主任（1名）职责。

1.主任在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和市南消防大队的领导下开展应急救援中心

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全站人员学习政治、消防法规、规章制度、工作标准和有

关规定，加强应急中心全面建设，不断提高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整体战斗力。

2.主任负责组织全站人员开展业务和技能训练，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的消防工作方针，经常组织防火、灭火演习，熟练本级组织指挥战术和消防



工作业务，加强辖区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定辖区各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灭火

应急预案，及时消除辖区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遇到火灾负责指挥初起火灾扑救

和人员疏散。

3.主任负责应急救援中心装备器材的管理，熟悉各类器材、装备、设施的

性能和数量、质量，健全各项管理规定并抓好落实，始终保持装备、器材和设施

处在良好的备战状态，符合灭火作战的要求。

4.主任负责全站人员工作分工的劳动组合，熟悉队员的擅长，科学分工，

优化组合，严格劳动纪律和安全管理，实施奖惩手段，带领全站队员完成上级交

代的各项工作任务。

5.主任组织全站消防队员深入单位现场，全面掌握各单位消防设施情况，

整理收集消防工作经验和资料。

6.主任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及相关领导汇报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

况，协调有关问题，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7、全面了解掌握所负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能总结，善汇报。

（二）班（组）长（2名）职责。

1.组织指挥本班（组）开展起初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

2.掌握所在单位的道路、水源、单位情况和常见火灾及其它灾害事故的处

置程序及行动要求，熟悉灭火救援预案。

3.熟悉装备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落实维护与保养。

4.组织开展消防演练和消防安全教育。

5.管理本班（组）人员，确定任务分工。

（三）战斗员兼通讯员（2 名）职责。

1.坚守岗位，迅速、准确受理报警，及时发出出动信号。

2.确认火灾后应迅速报火警，并立即通知主任和上级有关领导。

3.掌握本辖区内的有关情况，熟记有关单位和职能部门的电话号码，按照

规定正确使用通信用语。



4.熟练掌握本辖区的道路、水源及建筑布局等情况，第一时间协助驾驶员

到达火灾现场。

5.及时做好接警出动信息的录入和灭火救援辅助系统的维护工作。

6.接警后，必须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出警的相关信息并上报主任。

7.要会正确使用通讯器材，在事故现场要确保本单位的通讯畅通。

8.要及时做好本单位辖区的水源管理和预案管理工作。

9.接到上级指示和通知，及时报告主任。

10.维护保养通信设备，发现故障及时报告和修复，时刻保证通信联络畅通。

（四）消防救援员（4名）职责。

1.根据职责分工，完成本社区范围内初起火灾扑救和其他应急救援任务。

2.熟悉本社区辖区及本应急救援中心负责区域的道路，水源情况。

3.保持个人防护装备完整齐全，并每日负责保养装备保证其完整好用，掌

握装备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

4.应急救援中心消防战斗员必须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圆满完成单位

和上级消防部门交给的执勤及灭火任务。

5.消防员应积极参加学习和训练，做好各项执勤备战工作，定期参加消防

大队组织的体能和消防技能训练。

6.坚决服从火场负责人的指挥，完成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

7.明确各自职责分工，听到出动信号迅速着装出动。

（五）安全巡查员兼文员（2名）职责。

1.在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和市南消防大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2.负责本应急救援中心辖区内各项安全培训工作。

3.在应急救援中心的指导下，根据社区实际和发展，提出宣传管理方案。

4.参与辖区安全宣传工作资料收集。

5.做好本应急救援中心应急救援工作的新闻宣传，以及相关资料、图片、

录音、录像和题词等收集、整理、记载和存档工作。



6.负责制定社区年度宣传计划并组织执行。

7.掌握基础消防知识，强化开展消防宣传工作的业务能力。

8.全面了解掌握所负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能总结、善汇报。

9.协助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和市南消防大队在辖区内进行执法检查，并对

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告知。

10.负责应急救援中心文案编辑、资料档案归档整理等有关工作。

2.4 日常工作要求

（一）日常巡检巡查和培训演练。微型应急救援中心实行 24 小时备勤制度，

对辖区内重点单位、九小场所、一般经营单位、老旧城区、居民居住小区等开展

日常巡检巡查。每年巡查九小场所和一般单位2000家次；每年开展演练宣教5000

人次，辖区内公众安全应急知识普及率不低于 85%，有效减少事故发生。

（二）接警与处置。火灾类别，与 119 火警电话联动，开通火警专线电话，

与市南消防大队共同接警、联合行动；社会救援救助类别，由 119 火警电话指派，

或由区应急局和市南消防大队指派出警，或由上级管理部门和联动单位派警或群

众主动报警接警。战斗班实行 24 小时备勤值班。战斗员每天进行实操训练及体

能训练，按计划对辖区重点单位、九小场所拉动演练。战斗班携带战斗防护装备

跟随消防车巡查并熟悉辖区内老旧居民小区及道路、水源情况，确定最佳出警路

线。人车不分离，在保障日常工作、训练的基础上，做到巡查、接警两不误，确

保随时接警出动。

2.5 租赁设备明细

分类 明细项目 单位 数量

车辆 两吨消防车 车辆 1

消防员基本防护装备

消防头盔 顶 12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套 12

消防手套 副 40

消防安全带 条 12



灭火防护靴 双 20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套 3

呼吸器备用气瓶 个 8

佩戴式防爆照明灯 个 20

消防员呼救器 个 20

消防轻型安全绳 根 12

消防腰斧 把 12

消防灭火防护头套 个 20

消防护目镜 副 12

抢险救援头盔 顶 12

抢险救援服 套 12

抢险救援靴 双 20

抢险救援手套 副 20

防蜂服 套 3

过滤式防毒面具 个 20

灭火及抢险救援器材

多功能水枪 把 4

直流水枪 把 4

ABC 型干粉灭火器 个 90

强光照明灯 个 10

水带 盘 30

分水器 个 4

机动消防泵 台 1

单杠梯 把 1

6 米拉梯 副 1



移车器 套 1

破拆工具无齿锯 套 1

消防 II 类安全吊带 套 1

隔离警示带 卷 2

多功能担架 副 1

医药急救箱 个 4

救援安全绳 根 4

消火栓扳手 把 4

大斧 把 4

绝缘剪断钳 把 4

铁铤 把 4

消防钩子 把 2

灭火毯 套 20

应急备战柜 套 2

通讯器材

POC 对讲手机 台 1

手持对讲机 台 12

电话、网络、监控系统 项 1

随身记录仪 个 10

宿舍用品 宿舍床铺衣橱 套 20

训练器材及安装 训练器材及安装 项 1

服装 服装 套 40

注：上述设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所提供的设备须符合《山东省微型消防

站建设标准》

消防车指标不得低于以下要求：



（1）车辆整体要求：

为保证服务质量，消防车可由供应商购买或租赁形式提供，但车辆至少为

2019 年以后出厂的新车，成交供应商须在中标后 2 日内将消防车辆送至采购单

位核查，由采购单位进行审验，服务期内，除有消防任务外，消防车辆必须始终

停放在应急救援中心内，不得挪作他用。本条款的内容要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

中作出相应承诺。

水罐消防车,整车由消防员乘员室和车身两大部分组成，乘员室为原装双

排，可乘坐 2+3 人,该车为内仓罐结构，车身前部为水罐+器材箱，后部为泵房。

载液罐体为优质碳钢，与底盘采用弹性连接，载水不低于 2030kg，装备了消防

泵，额定流量不低于 20L/S，车顶安装消防炮。要求所用消防车机动灵活、操控

性好、维修简便。可扑救一般物质火灾。

整车消防性能应符合 GB7956-2014 标准要求；底盘须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发动机排放符合 GB17691-2005 第五阶段限值的规定要求（国Ⅴ标准）；整

车须通过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相关证明扫描件投标文件中须注

明备查。

（2）车辆指标

整车主要参数

载液量 2030kg

最高车速 90km/h

消防泵额定流量 20L/s 1.0MPa

消防炮额定流量 20L/s 1.0MPa

消防炮射程 ≥48m

比功率 85/6.625=12.8

接近角/离去角 20°/11°

底盘主要参数

发动机额定功率 85kw



发动机排量 2771ml

发动机排放标准 GB17691-2005 国 V

驱动形式 4×2

轴距 3308mm

最大允许总重 7360kg

最小转弯半径 ≤14m

变速箱 手动

取力器 YTQ200

乘员室

结构 平头、四门，原装双排

司乘人员数 2+3 人(可根据用户需求后排座椅选装）

驾驶员位置 左置

设备 原车仪表板处设置消防操作仪表板及警灯控制盒，加装警报器；

取力器控制开关及指示灯；

附加电源开关；

上装结构及性能参数

总体布置 整车由消防员乘员室和车身两大部分组成，车身布置采用整体框架式结构，内

藏水罐，两边为器材箱，后部为水泵房，罐体为平行长方体厢式容罐。

器材箱和泵室



结构

主框架结构采用优质方管焊接，外装

饰板采用碳钢板焊接，车顶防滑，可

行走。

器材箱

器材箱位于乘员室后部，两边设铝合

金卷帘门，内有照明灯。器材箱室内

根据需求设储物盒。

泵房

泵房位于整车后部，两边与后边设铝

合金卷帘门，内有照明灯，泵室两侧

可放置部分常用器材

爬梯及上

车拉手

后爬梯采用铝合金两节翻转爬梯，使

用，使用时离地不超过 350mm，上车

拉手采用表面带凹槽防滑圆钢管，表

面喷塑处理。

水罐

容量 2030kg

材质 优质碳钢，厚度为 3mm

罐体固定 与底盘车架弹性连接

罐体设置

人孔：设 DN460 人孔 1个，带有快速

锁定/开启装置

溢流口：设 DN65 溢流口 1个

放余水口：设1个DN40水罐放余水口，

配球阀

注水口：在水罐左右两侧各接 1只

DN65 接口

进出水口：设 1个水罐到水泵进水管，

DN100 阀门，可气动、手动控制，设 1

个水泵至水罐充水管，DN40 阀门，可

气动、手动控制

水泵

形式 常压离心式



额定流量 20L/s @1.0MPa

出口额定压力 1.0MPa

最大吸深 7m

引水装置 自带滑片泵

引水时间 最大吸深时≤35s

管路系统

管道材质 优质无缝钢管

吸水管路 泵房后侧设一个 DN100 吸水口

注水管路
水罐左右两侧各设一个 DN65 注水口，泵房内

设置 1个 DN65 水泵向罐内注水管路

出水管路
泵房左右两侧各设 1个 DN65 出水口，带截止

阀和扪盖

冷却水管路 配有冷却取力器的冷却水管路及控制阀

灭火装置

1、车载水炮

回转角度 360°水平回转

最大仰/俯角 俯角≤-15°，仰角≥+45°

流量 20L/S

射程 ≥48m

消防控制系统

控制面板主要包括驾驶室控制和泵室控制两部分

驾驶室内控制 水泵脱挂档、警灯警报、照明及信

号装置控制等

泵室内控

制

上装总电源开关、参数显示、

状态显示

电气设备

附加电气 设独立电路

辅助照明 消防员室、水泵房及器材箱分别设有照明灯，

操纵仪表板上设有照明、指示灯等

频闪灯 车身两侧安装红、蓝两色频闪灯

警示装置 长排全红警灯，安装在驾驶室顶部

警报器，其控制盒在驾驶员前下方



火场照明 上装后部安装 35W 消防探照灯 1个

表面处理

面漆 优质国产漆

颜色 车体外表面主色为 RO3 消防红

随车消防器材的布置和配备

1、器材布置

1 按照消防实战需要，根据消防操作程序，就近取放。

2 使用防锈蚀、防振动、防脱落、防划伤的专用夹具固定。

3 标示醒目，多人操作，互不干涉。

2、器材配备（标配）

1 吸水管 100×2 米 4 根 螺纹式

2 滤水器 FLF100 1 件 螺纹式

3 分水器 FII80/65×2-1.6 1 件 内扣式

4 集水器 JII100/65×2-1.0 1 件 内扣式

5 水带 13-65-20 6 盘 低压；内扣式

6 水带 13-80-20 2 盘 低压；内扣式

7 异径接口 KJ65/80 2 件 内扣式

8 水带包布 DT-SB 4 件

9 水带挂钩 4 件

10 地上消火栓扳手 QT-DS1；长 400 1 件

11 地下消火栓扳手 长 860 1 件

12 吸水管扳手 FS100 2 件

13 直流开关水枪 QZG3.5/7.5；65 1 支 低压；内扣式

14 直流开花水枪 QZK3.5/7.5；65 1 支 低压；内扣式

15 消防桶 1 个

16 灭火器 3㎏ 1 具

17 消防腰斧 长 390 ；GF-285 1 件

18 橡皮锤 1 件

19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1 件

本项目要求所需的人员、器材、服装、办公设备、消防车等必须在合同签

订后一周内全部配备到位。合同签订后一周内，采购人将依据《山东省微型消防



站建设标准》的规定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考核，达不到考核标准情况严重的，采购

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延误应急救援中心按时运营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 5-20

万元的违约赔偿责任。供应商须作出相应书面承诺。

消防车指标不得低于以下要求：

（2）车辆整体要求：

为保证服务质量，成交供应商须在中标后 2 日内将消防车辆、行车证及相

关手续全部送至采购单位，由采购单位进行审验，服务期内，除有消防任务外，

消防车辆必须始终停放在应急救援中心内，不得挪作他用。本条款的内容要求供

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作出相应承诺。

水罐消防车,整车由消防员乘员室和车身两大部分组成，乘员室为原装双

排，可乘坐 2+3 人,该车为内仓罐结构，车身前部为水罐+器材箱，后部为泵房。

载液罐体为优质碳钢，与底盘采用弹性连接，载水不低于 2030kg，装备了消防

泵，额定流量不低于 20L/S，车顶安装消防炮。要求所用消防车机动灵活、操控

性好、维修简便。可扑救一般物质火灾。

整车消防性能应符合 GB7956-2014 标准要求；底盘须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发动机排放符合 GB17691-2005 第五阶段限值的规定要求（国Ⅴ标准）；整

车须通过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相关证明扫描件投标文件中须注

明备查。

（2）车辆指标

整车主要参数

载液量 2030kg

最高车速 90km/h

消防泵额定流量 20L/s 1.0MPa

消防炮额定流量 20L/s 1.0MPa

消防炮射程 ≥48m

比功率 85/6.625=12.8



接近角/离去角 20°/11°

底盘主要参数

发动机额定功率 85kw

发动机排量 2771ml

发动机排放标准 GB17691-2005 国 V

驱动形式 4×2

轴距 3308mm

最大允许总重 7360kg

最小转弯半径 ≤14m

变速箱 手动

取力器 YTQ200

乘员室

结构 平头、四门，原装双排

司乘人员数 2+3 人(可根据用户需求后排座椅选装）

驾驶员位置 左置

设备 原车仪表板处设置消防操作仪表板及警灯控制盒，加装警报器；

取力器控制开关及指示灯；

附加电源开关；

上装结构及性能参数

总体布置 整车由消防员乘员室和车身两大部分组成，车身布置采用整体框架式结构，内

藏水罐，两边为器材箱，后部为水泵房，罐体为平行长方体厢式容罐。



器材箱和泵室

结构

主框架结构采用优质方管焊接，外装

饰板采用碳钢板焊接，车顶防滑，可

行走。

器材箱

器材箱位于乘员室后部，两边设铝合

金卷帘门，内有照明灯。器材箱室内

根据需求设储物盒。

泵房

泵房位于整车后部，两边与后边设铝

合金卷帘门，内有照明灯，泵室两侧

可放置部分常用器材

爬梯及上

车拉手

后爬梯采用铝合金两节翻转爬梯，使

用，使用时离地不超过 350mm，上车

拉手采用表面带凹槽防滑圆钢管，表

面喷塑处理。

水罐

容量 2030kg

材质 优质碳钢，厚度为 3mm

罐体固定 与底盘车架弹性连接

罐体设置

人孔：设 DN460 人孔 1个，带有快速

锁定/开启装置

溢流口：设 DN65 溢流口 1个

放余水口：设1个DN40水罐放余水口，

配球阀

注水口：在水罐左右两侧各接 1只

DN65 接口

进出水口：设 1个水罐到水泵进水管，



DN100 阀门，可气动、手动控制，设 1

个水泵至水罐充水管，DN40 阀门，可

气动、手动控制

水系统

水泵

形式 常压离心式

额定流量 20L/s @1.0MPa

出口额定压力 1.0MPa

最大吸深 7m

引水装置 自带滑片泵

引水时间 最大吸深时≤35s

管路系统

管道材质 优质无缝钢管

吸水管路 泵房后侧设一个 DN100 吸水口

注水管路
水罐左右两侧各设一个 DN65 注水口，泵房内

设置 1个 DN65 水泵向罐内注水管路

出水管路
泵房左右两侧各设 1个 DN65 出水口，带截止

阀和扪盖

冷却水管路 配有冷却取力器的冷却水管路及控制阀

灭火装置

1、车载水炮

回转角度 360°水平回转

最大仰/俯角 俯角≤-15°，仰角≥+45°



流量 20L/S

射程 ≥48m

消防控制系统

控制面板主要包括驾驶室控制和泵室控制两部分

驾驶室内控制 水泵脱挂档、警灯警报、照明及信

号装置控制等

泵室内控

制

上装总电源开关、参数显示、

状态显示

电气设备

附加电气 设独立电路

辅助照明 消防员室、水泵房及器材箱分别设有照明灯，

操纵仪表板上设有照明、指示灯等

频闪灯 车身两侧安装红、蓝两色频闪灯

警示装置 长排全红警灯，安装在驾驶室顶部

警报器，其控制盒在驾驶员前下方

火场照明 上装后部安装 35W 消防探照灯 1个

表面处理

面漆 优质国产漆

颜色 车体外表面主色为 RO3 消防红

随车消防器材的布置和配备

1、器材布置

1 按照消防实战需要，根据消防操作程序，就近取放。

2 使用防锈蚀、防振动、防脱落、防划伤的专用夹具固定。

3 标示醒目，多人操作，互不干涉。

2、器材配备（标配）

1 吸水管 100×2 米 4 根 螺纹式

2 滤水器 FLF100 1 件 螺纹式

3 分水器 FII80/65×2-1.6 1 件 内扣式

4 集水器 JII100/65×2-1.0 1 件 内扣式

5 水带 13-65-20 6 盘 低压；内扣式

6 水带 13-80-20 2 盘 低压；内扣式

7 异径接口 KJ65/80 2 件 内扣式

8 水带包布 DT-SB 4 件

9 水带挂钩 4 件



10 地上消火栓扳手 QT-DS1；长 400 1 件

11 地下消火栓扳手 长 860 1 件

12 吸水管扳手 FS100 2 件

13 直流开关水枪 QZG3.5/7.5；65 1 支 低压；内扣式

14 直流开花水枪 QZK3.5/7.5；65 1 支 低压；内扣式

15 消防桶 1 个

16 灭火器 3㎏ 1 具

17 消防腰斧 长 390 ；GF-285 1 件

18 橡皮锤 1 件

19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1 件

应急救援中心的战备执勤参照消防救援的战备执勤标准进行，实行 24 小时

巡逻巡查，军事化管理；

★因二轮最终报价只报总价，本项目二轮报价的各项单价以二轮总价报价的

降价比例同比计算，不得在中标后随意调整二轮报价单价。

★为保证服务质量，确保应急战斗力，各潜在投标人不得以恶意压低工资待

遇的方式谋取中标，服务人员工资将严格按中标报价进行发放，由成交供应商根

据业务考核和日常管理情况进行发放，该费用不得挪作他用，因恶意压低工资导

致人员不达标准或人员无法按时到位的，相应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三年,本项目报价时只报 1年的费用。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每季度支付当季服务费用。

3.4 服务成果验收

由采购人统一组织验收。

3.5 服务保障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法规和合同要求进行管理服务，实现接警后 3-5 分钟到

达现场，扑救初起火灾，做好现场疏导工作；按照《山东省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的要求 24 小时值勤战备；建立详细的户籍化、台账式数据。保证该应急救援中

心能高效率、高质量的运行。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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