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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同行——危险预警相关法律法规及生活常识大全

一、《突发事件应对法》常考考点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

较大和一般四级。

☆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

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

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

制定。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

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

的影响。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调

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有处置

突发事件职责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

二、《传染病防治法》常考考点

☆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

★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

1.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2.乙类传染病是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

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

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

3.丙类传染病是指：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

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

性腹泻病。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

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

★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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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

者医疗机构报告。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

准的决定。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

☆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

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隔离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三、《国家安全法》常考考点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

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每年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行使宪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

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

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行使宪法规定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

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行使宪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

的权利和自由。

☆国家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建设，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卫和管控措施，保卫领陆、内水、领海和领

空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

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常考考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

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

组成，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对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国务院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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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机构负责开展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

☆报告与信息发布：

1.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

2.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突发事件应急报告规范，建立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

3.【*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 1 小时内，向

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1）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2）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3）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

（4）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

4.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 2

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2小时内向

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县级人

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2 小时内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2 小时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

5.国家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

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

信息。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五、生活安全常识

（一）用电安全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

造成触电；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

手去直接救人。

6.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哪怕安装灯泡等简单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

7.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8.睡觉前或离家时切断电器电源。

9.家用电热设备，暖气设备一定要远离煤气罐。煤气管道发现煤气漏气时先开窗通风，千万不能拉

合电源，并及时请专业人员修理。

10.使用电熨斗、电烙铁等电热器件，必须远离易燃物品，用完后应切断电源，拔下插销以防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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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现家用电器损坏，应请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修理，自己不要拆卸，防止发生电击伤。

12.遇家用电器着火，应先切断电源再救火。

13.任何情况下严禁使用铜、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大小一定要与用电容量匹配。更换保险丝

时要拔下瓷盒盖更换，不得直接在瓷盒内搭接保险丝，不得在带电情况下（未拉开刀闸）更换保险丝。

14.取暖器、白炽灯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要与窗帘等易燃物保持一定距离，也不要利用这些电器

来烘烤潮湿的衣物，更不能覆盖湿物。使用电磁炉、电开水煲等，应有专人看管，防止干烧。

15.不准在高压电线下打井，防止井管碰高压线造成人员伤亡。

（二）安全急救常识

【异物入眼】

任何细小的物体或液体，哪怕是一粒沙子或是一滴洗涤剂进入眼中，都会引起眼部疼痛，甚至损伤

眼角膜。

急救办法：首先是用力且频繁地眨眼，用泪水将异物冲刷出去。如果不奏效，就将眼皮捏起，然后

在水龙头下冲洗眼睛。注意一定要将隐形眼镜摘掉。

绝对禁止：不能揉眼睛，无论多么细小的异物都会划伤眼角膜并导致感染。如果异物进入眼部较深

的位置，那么务必立即就医，请医生来处理。

亮警报：如果是腐蚀性液体溅入眼中，必须马上去医院进行诊治；倘若经过自我处理后眼部仍旧不

适，出现灼烧、水肿或是视力模糊的情况，也需要请医生借助专业仪器来治疗，切不可鲁莽行事。

【扭伤】

当关节周围的韧带被拉伸得过于严重，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程度，就会发生扭伤，扭伤通常还伴随

着青紫与水肿。

急救办法：在扭伤发生的 24 小时之内，尽量做到每隔一小时用冰袋冷敷一次，每次半小时。将受

伤处用弹性压缩绷带包好，并将受伤部位垫高。24 小时之后，开始给患处换为热敷，促进受伤部位的血

液流通。

绝对禁止：不能随意活动受伤的关节，否则容易造成韧带撕裂，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亮警报：如果经过几日的自我治疗和休息之后，患处仍旧疼痛且行动不便，那么有可能是骨折、肌

肉拉伤或者韧带断裂，需要立即到医院就医。

【流鼻血】

鼻子流血是由于鼻腔中的血管破裂造成的，鼻部的血管都很脆弱，因此流鼻血也是比较常见的小意

外。

急救办法：身体微微前倾，并用手指捏住鼻梁下方的软骨部位，持续约 5～15 分钟。

如果有条件的话，放一个小冰袋在鼻梁上也有迅速止血的效果。

绝对禁止：用力将头向后仰起的姿势会使鼻血流进口中，慌乱中势必还会有一部分血液被吸进肺里，

这样做既不安全也不卫生。

亮警报：如果鼻血持续流上 20 分钟仍旧止不住的话，患者应该马上去医院求助于医生。如果流鼻

血的次数过于频繁且毫无原因，或是伴随着头疼、耳鸣、视力下降以及眩晕等其他症状，那么也务必去

医院诊治，因为这有可能是大脑受到了震荡或是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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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烫伤】

烫伤分为三级：一级烫伤会造成皮肤发红有刺痛感；二级烫伤发生后会看到明显的水泡；三级烫伤

则会导致皮肤破溃变黑。

急救办法：一旦发生烫伤后，立即将被烫部位放置在流动的水下冲洗或是用凉毛巾冷敷，如果烫伤

面积较大，伤者应该将整个身体浸泡在放满冷水的浴缸中。可以将纱布或是绷带松松地缠绕在烫伤处以

保护伤口。

绝对禁止：不能采用冰敷的方式治疗烫伤，冰会损伤已经破损的皮肤导致伤口恶化。不要弄破水泡，

否则会留下疤痕。也不要随便将抗生素药膏或油脂涂抹在伤口处，这些黏糊糊的物质很容易沾染脏东西。

亮警报：三级烫伤、触电灼伤以及被化学品烧伤务必到医院就医。另外，如果病人出现咳嗽、眼睛

流泪或者呼吸困难，则需要专业医生的帮助。二级烫伤如果面积大于手掌的话，患者也应去医院看看，

专业的处理方式可以避免留下疤痕。

【窒息】

真正的窒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喝水呛到或是被食物噎到一般都不算是窒息。窒息发生时，患

者不会有强烈的咳嗽，不能说话或是呼吸，脸会短时间内变成红色或青紫色。

急救办法：首先要迅速叫救护车。在等待救护车的同时，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让患者身体前倾，用

手掌用力拍患者后背两肩中间的位置。如果不奏效，那么需要站在患者身后，用拳头抵住患者的腹背部，

用另一只手握住那个拳头，上下用力推进推出五次，帮助患者呼吸。患者也可以采取这样的自救措施：

将自己的腹部抵在一个硬质的物体上，比如厨房台面，然后用力挤压腹部，让卡在喉咙里的东西弹出来。

绝对禁止：不要给正在咳嗽的患者喂水或是其他食物。

亮警报：只要窒息发生，都需要迅速叫救护车抢救患者。

【中毒】

发生在家庭中的中毒一般是由于误食清洁、洗涤用品，一氧化碳吸入或是杀虫剂摄入。

急救办法：如果患者已经神志不清或是呼吸困难，应迅速呼叫救护车，并准备好回答如下问题：摄

入或吸入什么物质，量是多少，患者体重、年龄以及中毒时间。

绝对禁止：直到症状出现才叫救护车往往会延误治疗时间。在等待救助过程中，不要给患者吃喝任

何东西，也不要企图帮助患者催吐，因为有些有毒物质在被吐出来的过程中可能会伤害到患者的其他器

官。

亮警报：只要中毒发生，都需要迅速叫救护车抢救患者。

【头部“遇袭”】

头骨本身非常坚硬，所以一般的外力很少会造成头骨损伤。倘若外力过于猛烈，则颈部、背部、头

部的脆弱血管就成为了“牺牲品”。

急救办法：如果你的头上起了个包，那么用冰袋敷患处可以减轻水肿。如果被砸伤后头部开始流血，

处置方式和被割伤的方式一样，即用干净毛巾按压伤口止血，然后去医院缝合伤口，并检查是否有内伤。

如果被砸伤者昏厥，那么需要叫救护车速送医院，一刻也不能耽搁。

绝对禁止：不要让伤者一个人入睡。在被砸伤的 24 小时之内，一定要有人陪伴伤者，如果伤者入

睡，那么每三个小时就要叫醒伤者一次，并让伤者回答几个简单问题，以确保伤者没有昏迷，没有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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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比如脑震荡。

亮警报：当伤者出现惊厥、头晕、呕吐、恶心或行为有明显异常时，需要马上入院就医。

【炸伤】

1.如果炸伤眼睛，不要去揉擦和乱冲洗，最多滴入适量消炎眼药水，并平躺，拨打 120 或急送有条

件的医院。

2.如手部或足部被鞭炮等炸伤流血，应迅速用双手为其卡住出血部位的上方，如有云南白药粉或三

七粉可以洒上止血。如果出血不止又量大，则应用橡皮带或粗布扎住出血部位的上方，抬高患肢，急送

医院清创处理。但捆扎带每 15 分钟要松解一次，以免患部缺血坏死。

【手指切伤】

1.如果出血较少且伤势并不严重，可在清洗之后，以创可贴覆于伤口。不主张在伤口上涂抹红药水

或止血粉之类的药物，只要保持伤口干净即可。

2.若伤口大且出血不止，应先止住流血，然后立刻赶往医院。具体止血方法是：伤口处用干净纱布

包扎，捏住手指根部两侧并且高举过心脏，因为此处的血管是分布在左右两侧的，采取这种手势能有效

止住出血。使用橡皮止血带效果会更加好，但要注意，每隔 20-30 分钟必须将止血带放松几分钟，否则

容易引起手指缺血坏死。

【脑溢血】

急救口诀：头向侧转

典型症状：有高血压病史的人，由于气温骤降或情绪激动，突然发生口齿不清甚至昏迷。

1.家属要克制感情，切勿为了弄醒病人而大声叫喊或猛烈摇动昏迷者，否则只会使病情迅速恶化。

2.将病人平卧于床，由于脑压升高，此类患者极易发生喷射性呕吐，如不及时清除呕吐物，可能导

致脑溢血昏迷者因呕吐物堵塞气道窒息而死。因此病人的头必须转向一侧，这样呕吐物就能流出口腔。

3.家属可用冰袋或冷毛巾敷在病人前额，以利止血和降低脑压。

【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是因摄入过多含乙醇（酒精）饮料引起中枢神经先兴奋后抑制的失常状态。一般可自愈，

极少数严重者可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濒危状态昏迷不醒，频繁抽搐，呼吸浅慢，心率减慢，心搏无力，血压下降。呼吸心跳不规律，以

致呼吸心跳停止。

急救措施：

对轻度中毒者，首先要制止他再继续饮酒；其次可找些梨子、马蹄、西瓜之类的水果给他解酒；也

可以用刺激咽喉的办法（如用筷子等）引起呕吐反射，将酒等胃内容物尽快呕吐出来（对于已出现昏睡

的患者不适宜用此方法），然后要安排他卧床休息，注意保暖，注意避免呕吐物阻塞呼吸道；观察呼吸

和脉搏的情况，如无特别，一觉醒来即可自行康复。如果患者卧床休息后，还有脉搏加快、呼吸减慢、

皮肤湿冷、烦燥的现象，则应马上送医院救治。

严重的急性酒精中毒，会出现烦燥、昏睡、脱水、抽搐、休克、呼吸微弱等症状，应该从速送医院

急救。注意：用咖啡和浓茶解酒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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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性休克】

急救口诀：严密观察，防止失血。

典型症状：因意外事故而导致大量失血，血压为零。

1.对于休克病人一定要注意，在用担架抬往救治处时，病人的头部应靠近后面的抬担架者，这样便

于对休克者随时密切观察，以应对病情恶化。

2.在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途中，病人头部的朝向应与载他的交通工具（救护车、飞机等等）前进的方

向相反，以免由于加速作用导致病人脑部进一步失血。

3.如休克者是大月份孕妇，应让她取侧卧位，否则胎儿以及巨大的子宫会压迫血管，致使回心血量

减少，加重休克。

【胃穿孔】

急救口诀：朝左侧卧。

典型症状：胃溃疡患者，突然发生无法忍受的剧烈腹痛，且腹部发硬发胀，即极有可能突发胃穿孔。

春节期间由于情绪波动或暴饮暴食之后，胃溃疡患者很容易并发胃穿孔，一旦发生上述症状，应立

即考虑到胃穿孔的可能。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不要捂着肚子乱打滚，应朝左侧卧于床。理由是穿孔部位大多位于胃部右侧。朝左卧能有效防止

胃酸和食物进一步流向腹腔以致病情加剧。

2.如果医护人员无法及时到达，但现场又有些简单医疗设备，病人可自行安插胃管。具体方法：将

胃管插入鼻孔，至喉咙处，边哈气边用力吞咽，把胃管咽入胃中。然后用针筒抽出胃里的东西，这样能

减轻腹腔的感染程度，为病人赢得治疗时间，记住此时病人也必须朝左侧卧。

【鱼刺卡嗓】

1.实行腹部挤压（如病人怀孕或过肥胖，则实施胸部压挤）。如患者无法站立，将其平放在坚固平

面上，跨坐在病患腿上作腹部推挤五次，再检查有无将异物咳出。

2.如用手指掏挖异物时，只在看得到异物才掏挖，不可盲目掏挖。

【煤气中毒】

轻度中毒时，病人感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面色苍白。中毒严重，会出现呼吸困难、抽搐、

昏迷。急救法是：立即打开门窗，把病人移到空气流通处，解开病人衣扣使呼吸流畅，注意保暖防受凉

形成肺炎。轻度中毒，可给他喝热茶，作深呼吸，迅速送医院抢救。

【木刺】

注意有无木刺残留在伤口里，由于木刺等残留就有可能使伤口化脓，被刺伤的伤口往往又深又窄，

更有利于破伤风细菌的侵入繁殖和感染，故必须取出异物，消除隐患。

手指被扎进木刺后，如果确实已将木刺完整拔出，可再轻轻挤压伤口，把伤口内的瘀血挤出来，以

减少伤口感染的机会。然后碘酒消毒伤口的周围一次，再用酒精涂擦 2 次，用消毒纱布包扎好。如果伤

口内留有木刺，在消毒伤口周围后，可用经过火烧或酒精涂擦消毒的镊子设法将木刺完整地拔出来。如

果木刺外露部分很短，镊子无法夹住时，可用消毒过的针挑开伤处的外皮，适当扩大伤口，使木刺尽量

外露，然后用镊子夹住木刺轻轻向外拔出，将伤口再消毒一遍后用干净纱布包扎，为预防伤口发炎，最

好服新诺明 2 片，每日 2次，连服 3-5 天。若木刺刺进指甲里时，应到医院里，由医师先将指甲剪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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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再拔出木刺。

切记！深的木刺刺伤后，都应到医院注射破伤风抗毒素（TAT），以防万一。

【心跳骤停】

心跳骤停提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大动脉搏动与心音消失，重要器官如脑严重缺血、缺氧，导致生

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

引起心跳骤停最常见的是心室纤维颤动。若呼唤病人无回应，压眶上、眶下无反应，即可确定病人

已处于昏迷状态。再注意观察病人胸腹部有无起伏呼吸运动。如触颈动脉和股动脉无搏动，心前区听不

到心跳声，可判定病有已有心跳骤停。

急救措施：

心脏骤停的抢救必须争分夺秒，千万不要坐等救护车到来再送医院救治。要当机立断采取以下急救

措施进行心肺复苏。

1.叩击心前区：一手托病人颈后向上托，另一手按住病人前额向后稍推，使下颌上翘，头部后仰，

有利于通气。用拳头底部多肉部分，在胸骨中段上方，离胸壁 20～30 厘米处，突然、迅速地捶击一次。

若无反应，当即做胸外心脏按压。让病人背垫一块硬板，同时做口对口人工呼吸。观察病人的瞳孔，若

瞳孔缩小（是最灵敏、最有意义的生命征象），颜面、口唇转红润，说明抢救有效。

2.针刺人中穴或手心的劳宫穴、足心涌泉穴，起到抢救作用。

3.迅速掏出咽部呕吐物，以免堵塞呼吸道或倒流入肺，引起窒息和吸入性肺炎。

4.头敷冰袋降温。

5.急送医院救治。

（三）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

第 1 条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 119 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

第 2 条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 96119 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第 3 条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

第 4 条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 5 条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

第 6 条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第 7 条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第 8 条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第 9 条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

第 10 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

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第 11 条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

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第 12 条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第 13 条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

救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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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第 15 条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

第 16 条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

第 17 条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

第 18 条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

第 19 条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第 20 条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六、真题再现

【2021·全国公务员联考】下列关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的表述错误的是（ ）。

A.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B.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C.《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把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D.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为专业应急救援人员

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点拨】A 项正确：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5 条的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

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B项正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29 条第三款规定，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

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C项错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3 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

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说法错误。

D项正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27 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为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减少

应急救援人员的人身风险。

故本题选 C。

【2020·淳安·判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地震应急管理培训制度。

【点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25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

训制度，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有处置突发事件职责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

故本题说法错误。

【2018·鄞州·单选】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A.镇级 B.县级 C.市级 D.省级

【点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21 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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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故本题选 B。

【2021·全国公务员联考】下列有关我国疫情防控的说法错误的是（ ）。

A.隔离的人员，有工作单位的，工作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B.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发现传染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公安机关报告

C.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于 2020 年 9 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

D.2020 年 6 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是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程的重

要文献

【点拨】A 项正确：《传染病防治法》第 41 条第二款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

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

报酬。

B项错误：《传染病防治法》第 31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

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公安机关”说法错误。

C项正确：2020 年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D项正确：2020 年 6 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是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

程的重要文献，约 3.7 万字，分为 4 个部分，分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

同作战、凝聚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故本题选 B。

【2020·全国公务员联考】下列有关公共卫生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三个等级

B.按照我国现行标准，甲类传染病有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三种

C.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城内突发事件的信息

D.医疗卫生机构发现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应当在 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

【点拨】A 项错误：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I 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

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进行预警。

B项错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 3条的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属于乙类传染病。

C项错误：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

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

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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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正确：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19 条和 20 条的规定，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

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应当在 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故本题选 D。

【2021·安庆·多选】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国家加强（ ）建设，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卫

和管控措施，保卫领陆、内水、领海和领空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A.边防 B.海防 C.河防 D.空防

【点拨】《国家安全法》第 17 条规定，国家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建设，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卫和

管控措施，保卫领陆、内水、领海和领空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故本题选 ABD。

【2021·余杭·多选】关于国家安全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制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规定每年的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C.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

的权利和自由

D.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

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

【点拨】A项正确：《国家安全法》的制定依据是《宪法》。

B项正确：《国家安全法》第 14 条规定，每年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C项正确：《国家安全法》第 7 条规定，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

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D项正确：《国家安全法》第 83 条规定，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

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

故本题选 ABCD。

【2020·郧西·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

照宪法规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点拨】《国家安全法》第 35 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

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行使宪法规定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故本题说法正确。

【2021·广东公务员】下列关于生活常识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发现煤气中毒病人后，施救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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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商场中绿色的消防安全标志用于指示安全和疏散通道

C.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时，所在区域的中小学校应当自动停课

D.隔夜茶指放置时间超过 6 小时的茶，其致癌物的含量会显著增加

【点拨】A 项错误：发现煤气中毒病人后，施救者应立即将病人转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果病人

停止呼吸，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B项正确：影院、商场、宾馆等公共场所都设有消防安全标志，标志的颜色不同，表示的意义也不

同，红色的是消防设施器材标志，黄色的是警告标志，蓝色的是指示标志，绿色的是安全和疏散标志。

C项错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时，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

幼儿安全。

D项错误：隔夜茶一般是指茶叶浸泡超过 12 小时以上，或者是搁置了一晚上的茶。

故本题选 B。

【2018·辽宁公务员】下列关于消防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煤气泄漏充满室内时，应首先打开门窗通风

B.当汽车因燃油泄漏着火时，应立即用水浇灭

C.电器因短路着火时，可用干粉灭火器扑灭

D.当炒菜不慎着火时，可以用湿布覆盖扑灭

【点拨】A项正确：当发现煤气泄漏时，应立即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并离开室内，以防中毒。

B项错误：当汽车因燃油泄漏着火时，不应用水浇灭，因为汽油的密度比水小，当用水浇时，汽油

会附在水的表面，扩大汽油面积，火势会更大。

C项正确：干粉灭火器内部装有磷酸铵盐等干粉灭火剂，这种干粉灭火剂由无机盐和粉碎干燥的添

加剂组成，具有易流动性、干燥性，可有效扑救初起火灾，达到隔绝空气的效果。

D项正确：当炒菜不慎着火时，可以用湿布覆盖扑灭，或者用锅盖盖住，从而隔绝空气，使其自行

熄灭。

故本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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