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列表由 Ku-ring-gai 和 Hornsby Council 地区的 

Neighbourhood Watch 编制。请联系 Hornsby 警察

局的预防犯罪官员 (Crime Prevention Officer) 以获取

更多信息。电话：9476 9799。 

 

 我们的 20 个最常用的犯罪预防提示：防火 

 

 

1. 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最近重复发生丛林火灾，请提高警惕。新南威尔士州 70% 的丛林火灾是人为制造的。 

2. 对您所在地区行为举止奇怪的人需多加留意。遇到可疑情况，尽可能多地记录详细信息，例如：个人的外貌特征、汽车

的外观特征及车牌号等，并拨打犯罪举报热线 (Crime Stoppers)：1 800 333 000。 

3. 请联系当地消防机构 (Fire Service)，评估您自己的火灾风险并帮助您了解如果进行有效的火灾防范。您需要为您的家人

及宠物准备丛林火灾生还方案、紧急逃生预案、紧急救生工具包等。您必须要知道逃生的最佳时机、最佳去处、需要携

带的东西等。请下载“丛林火灾紧急计划 (Bush Fire Emergency Plan)”的应用程序了解更多详情。 

4. 请联系当地的预防犯罪官员 (Crime Prevention Officer)，以获取更为详尽的降低犯罪隐患的方案。[预防犯罪官员对您

的住宅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5. 在学校放假或节假日期间，请注意学校周边可疑情况。当有任何可疑活动或青少年群体时，请拨打校园安全热线 

(School Security Unit)：1300 880 021。 

6. 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在您的企业风险评估计划 (Business Risk Assessment Plan) 中包括纵火的风险评估，并在您的风

险管理计划 (Risk Management Plan) 中包括降低纵火风险的策略。 

7. 对于企业而言，必须确保所有紧急出口均具有清晰的标识，未堆积任何杂物并保证没有上锁而永远保持畅通状态。 

8. 全面了解消防禁令： 

 请通过 RFS 网站或致电 RFS 信息热线 (1800 679 737) 来确认是否存在全面的消防禁令。 

 对烧烤 (BBQ)、焚烧炉、焊接机、角磨机、烟头等易于引起火灾的物品需时刻保持警惕。 

 了解相关法律规定。例如：在使用电加热或煤气加热的烧烤炉时，您必须保证有立即可用并可不间断供应的水源，以

备不时之需。 

 您可访问 www.rfs.nsw.gov.au 全面了解消防禁令和当前的火灾危险。 

9. 请确保您的房屋险 (Home Insurance) 和财产险 (Content Insurance) 保额能够应对各种风险。如果您低估了您的投保

财产价值，可能会由于保险赔付无法承担所有损失而使您陷入窘境。 

10.  清楚了解您的周边情况… [谷歌 (Google) 将是您的最佳帮手] 

 社区的“火灾防护计划 (Farm FireWise)”小组 (CFGs) 由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机构 (NSW Rural Fire Service) 提供

支持。CFGs 拥有周密的火灾应对策略，对建筑物的火灾处理有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电话广播系统 (Telephone 

Tree)”和“社区社交网络”，从而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联系到社区群众。 

 社区居民火灾防护小组 (Community Fire Units, CFUs) 由新南威尔士州消防与救援机构(Fire & Rescue NSW) 提供支

持。成为 CFUs 的一员将使您全面了解丛林火灾的预防与应对。 

 社区安全岛 (Neighbourhood Safer Places, NSPs) 由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机构 (NSW Rural Fire Service) 提供支

持。NSPs 是社区内带有相应标识的建筑物或空地，用于在发生丛林火灾期间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防护的避难场所。 

11. “恶意纵火”通常是一时冲动或在他人唆使下发生的。请留意任何反常行为，并当心火柴、打火机、烟头、喷漆罐、发

胶，香水，纸巾或易燃液体等物品。大多数火灾发生于周末的傍晚或夜间。 

12. 对任何涉及火灾的威胁或恐吓需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有任何人威胁纵火，必须严肃对待，并立刻联系 Hornsby 警察

局：9476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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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定期查看本地警察局和消防机构的 Facebook 获取最新消息： 

 本地警察局：facebook.com/KuringgaiPAC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与救援机构(Fire & Rescue NSW)：facebook.com/frnsw 

 乡村消防支队 (Rural Fire Brigade) (Arcadia)：facebook.com/arcadiarfb 

 乡村消防支队 (Berowra)：facebook.com/BerowraRFB 

 乡村消防支队 (Berowra Waters)：facebook.com/BerowraWatersRuralFireBrigade 

 乡村消防支队 (Cherrybrook)：facebook.com/CherrybrookRFS 

 乡村消防支队 (Cowan)：facebook.com/Cowan RFS 

 乡村消防支队 (Dural)：facebook.com/DuralRuralFireBrigade 

 乡村消防支队 (Galston)：facebook.com/Galston-Rural-Fire-Brigade 

 乡村消防支队 (Glenorie)：facebook.com/Glenorie-Rural-Fire-Brigade 

 乡村消防支队 (Hornsby)：facebook.com/Hornsbyrfs  

 乡村消防支队 (Hornsby/Kuring-gai)：facebook.com/HK.RFS  

 乡村消防支队 (Hornsby Heights)：facebook.com/HornsbyHeightsRuralFireBrigade  

 乡村消防支队 (Middle Dural)：facebook.com/MiddleDuralRFS 

 乡村消防支队 (Muogamarra - Berowra & Cowan 之间)：facebook.com/muogamarra 

 乡村消防支队 (Mt Kuring-gai)：facebook.com/MtKuringgaiRuralFireBrigade 

 乡村消防支队 (Westleigh)：facebook.com/RFSWestleigh  

14. 请安装硬接线的防干扰火灾报警器。请考虑使用包括监控服务的家庭安全系统，在烟雾探测器触发报警后将自动拨打 000。 

15. 将易燃物妥善存放，例如存放在车库或工具棚中。（这也可以防止儿童发生意外事故）。 

16. 请检查以确保所有烟雾报警器正常工作。最好养成在春季或秋季夏令时和冬令时之间切换时更换电池的习惯，以免遗忘。请

检查以保证所有灭火器都在有效日期之内。灭火器在使用前请充分晃动。最好准备一块灭火毯以备不时之需，并练习使用。 

17. 请使用蚀刻工具或隐形记号笔 (UV Pen) 对贵重物品做记号标识，并对这些物品登记备案，包括名称、编号、特征及照片等

，然后将以上信息存储在电脑硬盘的同时，进行异地备份。 

18. 请对室内用的各种喷雾装置、面粉袋、室内加热器、圣诞树灯以及其他存在火灾隐患的产品保持警惕。请从以下网站订阅新

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委员会 (NSW Fair Trading) 有关危险品及产品召回的信息：fairtrading.nsw.gov.au。 

19. 无论火灾大还是小，或即使您认为火情已经熄灭，都应立即联系消防机构。最好使用固定电话报告火警，以便消防机构能够

对火灾现场进行快速准确定位。在火灾发生期间，在可能的情况下，请对火灾现场的围观群众乃至停靠车辆进行记录或者拍

照。（纵火犯往往藏匿其中） 

20. 请从乡村消防机构的官方网站下载“我身边的火灾 (Fires Near Me)”的应用程序以获取更多信息。另外，可在任何时候通

过“Emergency+”应用程序获取您 GPS确切的定位信息。 

 

另外，在旅行期间，请勿将酒店天花板的自动喷淋系统阀作为衣帽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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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紧急情况（包括他人侵占您的财产）           000 

报告任何可疑事件（犯罪举报热线）     1 800 333 000 

报告非暴力犯罪（警察援助热线）      131 444 

若不确定（Hornsby 警察局）           9476 9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