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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消防邀请颜骏凌担任畅通“生命通道”宣传大使

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停车是违法行为

近两年，在全国发生的多起火

灾中，由于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

直接影响了消防车开展灭火救援工

作。

2019 年 12 月 2 日晚，辽宁沈

阳浑南新区一商住楼外墙保温材料

突发大火，由于离大楼最近的消防

通道被停放的车辆堵塞，未能在初

期阶段控制住火情，明火 6 分钟就

窜到了楼顶。

“你楼上着火跟我有关系吗？”

次日，现场一段视频被曝光，疑似占

用消防通道的车主面对指责大声回

呛，引发网友众怒。

在关键时刻，消防通道就是

生命通道，堵塞消防通道无异于

“谋杀”，但很多市民却并没有意

识到，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停车不

仅是不文明行为，而且是违法行

为。

《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单位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

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责令改正，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个

人违反上述规定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

承担。

“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支

持下，长宁区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

强调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

性、危害性，建立了区消防救援支

队、区建管委、区房管局、区城管局、

区公安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

法和信息互通工作机制，全面启动

居民小区“打通生命通道”专项行

动，按照“应划尽划”的工作原则，

逐步完成“生命通道”标线标志施

划工作。

为帮助广大市民树立不堵塞、

不占用消防通道的自觉意识，长宁

区消防救援支队还积极创新宣传

方式，邀请了著名足球运动员颜骏

凌担任“生命通道”宣传大使，拍

摄了 3 部针对居民楼、商业综合

体、体育馆等重点场所的生命通道

公益视频，并制作了一套消防公益

表情包。

国庆长假期间，上海众多商场

都迎来了购物、观影、游玩的大客

流。长宁消防专门发布了“商业综

合体”火灾防范和逃生宣传公益视

频，提醒广大市民一旦发生火灾，应

利用疏散通道、楼梯出口第一时间

进行逃生。

为确保宣传覆盖到位，长宁消

防还张贴了 2 万余份宣传海报，广

泛发动小区平安志愿者、楼组长、保

安等做好畅通生命通道集中宣传工

作。

上海首例网红直播售假案告破 缴获假冒多个奢侈品牌箱包、服饰等商品 3000 余件

网红女主播直播间卖假货被民警抓个正着
晨报记者 吴艺璇

8月 28 日下午，位于浙江杭州

的某服装公司直播间内，知名网红

主播廖某正在频繁试穿各类女装产

品，上万粉丝正在通过网络围观这

场带货直播。然而，前一秒直播间内

廖某还在试穿产品，下一秒镜头里

却走进了一群便衣警察，伴随着廖

某错愕的表情，直播戛然而止。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经过2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

本市首例利用“网红主播直播带货”

形式对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

在浙江多地抓获售假犯罪团伙5个，

查处窝点8处，当场缴获假冒多个奢

侈品牌的箱包、服饰等各类商品

3000余件，查证涉案金额 500余万

元，抓获正在直播带货的廖某（女，

27岁）等犯罪嫌疑人 50余名，其中

41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年 6 月，虹口公安分局经侦

支队民警在辖区开展大调研活动

中，收到辖区某服装企业提供的一

条线索，有网红主播在某电商平台

直播间内销售假冒该企业品牌的服

饰。经初查，这名网红主播正是廖

某。2017 年 10 月，廖某与一家经

纪公司签约成为一名带货主播，并

开始在某电商平台上开设直播间，

主营女装和饰品。由于有从事平面

模特的职业经历，廖某凭借其独到

的直播风格和穿搭技巧，短短三年

积聚了百万粉丝，成为一名“头部

主播”。据统计，廖某直播间场均观

看人数在 20 万以上，场均销售额

突破 7位数。成为“头部主播”后，

廖某自然备受商家青睐，几乎每天

都要直播 10 个小时以上，收入可

达 3万 -4万元。

然而，随着廖某直播间的日益

火热，一些“特殊”的商品也逐渐出

现在了她的直播中。这些商品有着

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和图案标

识，但在直播过程中，廖某不会提及

这些商品的品牌名称，而是用一些

具有极强指向性的奢侈品品牌或款

式的代号进行介绍。售假不仅为廖

某带来巨额提成收益，相较于带正

品货，售假厂商还会额外提供一笔

“出场费”，双重利益的诱惑下，廖

某的直播间开始成为假冒奢侈品的

销售渠道。

为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结束

后，廖某的直播团队会删除所有涉

及假冒产品的购买链接、回看视频

等。然而，在为期 2 个月的侦查过

程中，虹口警方已经将其所有涉嫌

售假的直播活动录制了下来。在诸

多视频证据面前，廖某及其团队的

知假售假行为暴露无遗。目前，廖某

及其团队共 6 人已被虹口检察机

关依法批准逮捕。

廖某作为一名主播，是售假环

节中的传播者，而实际货源仍由不

法商家提供。警方侦查发现，与廖某

合作的上百个商家中，涉嫌销售假

冒奢侈品的有近 30家。

目前，虹口警方已查实 5 家商

家涉嫌售假，共计 35 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虹口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

捕。而对于其他曾与廖某合作过并

存在售假嫌疑的商家，警方也将进

一步深挖追查到底。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种晶晶

3-5 分钟， 是火灾发生后的黄

金救援时间。快一分一秒，就能避免

更多损失，甚至挽救更多生命。在关

键时刻，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

堵塞消防通道无异于“谋杀”，但很

多市民却并没有意识到，占用、堵塞

消防通道停车是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 长宁区消防救援支

队积极创新宣传方式， 邀请著名足

球运动员颜骏凌担任宣传大使，普

及畅通“生命通道”的重要性，全面

启动“打通生命通道”专项行动，取

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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