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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烟花爆竹禁放工作落
实，保障群众度过一个绿色环保、健康平
安、祥和快乐的新春佳节，唐山市丰润区
多管齐下、铁腕管控，进一步加大了对非
法储存、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

自2月8日上午开始，唐山丰润区公
安局倾全警之力，对全区范围内违法运
输、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开展
集中、彻底清查，从严、从重、从快查处涉
烟花爆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截至2月11
日上午10时，共查处涉烟花爆竹案件19
起，行政拘留18人，罚款5人，收缴烟花爆
竹108箱。

太平路派出所依法查处一起非法储
存烟花爆竹案。2月10日，太平路派出所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辖区内颐和家园
底商某超市内存放儿童摔炮6余盒。随
后，民警将超市经营者张某带至所内进行
调查。经询问，张某对储存烟花爆竹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
对违法嫌疑人张某被处以壹百元罚款并
对儿童摔炮进行收缴的处罚。

银城铺派出所行政处罚一名燃放烟
花爆竹违法人员。2月11日，银城铺派出
所依法处罚了一名违法燃放烟花爆竹人
员。经查，2021年2月11日凌晨3时许，
银城铺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天柱钢
厂南有一火锅店门口有燃放烟花爆竹的
迹象，巡逻民警一边固定证据，一边将店
老板张某兰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事
实证据面前该张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

目前，该所已依法对张某兰做出行政
罚款处理。下一步，银城铺派出所将继续
加大宣传及巡查力度，对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一经发现必严厉打击。

高丽铺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储存烟
花爆竹案。2021年2月10日20时许，高
丽铺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王某在没有危
险品存储手续的情况下，在丰润镇高丽铺
村东家院中东厢房内存储蘑菇朵朵烟花
9个，混合花笛烟花15个、大吉祥烟花5箱
等25种烟花爆竹。王某利因非法储存危
险物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处行政拘留五日。

小八里派出所重拳出击严厉整治

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行为。小八里派
出所在西那母三村一超市中发现非法销
售烟花爆竹行为，民警第一时间将嫌疑人
带回我所，并将收缴的大地红三件、火凤
凰20盒、快乐天使16盒、长城火箭17板
等大量烟花爆竹一并带回。将依法对嫌
疑人作出行政处罚，案件在进一步审理
中。

2021年2月9日上午，小八里派出所
到辖区宣传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同时
对辖区超市、商店进行地毯式摸排，在南
台村某商店检查时发现该商店非法储存
销售烟花爆竹，现场查获各类烟花爆竹7
箱，经询问查明，该商店老板王某欣非法
销售的烟花爆竹系2020年春节期间在丰
韩路附近的烟花爆竹零售点购买的。现
对该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火石营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储存烟
花爆竹案。2021年2月8日23时许，火石
营派出所民辅警巡查到火石营镇岩口村
某店面时，发现该店内储存有大量烟花爆
竹。民辅警随即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
证据进行固定，并将涉案人员刘某湖传唤
至火石营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先行登记保
存涉案烟花爆竹。经询问，刘某湖如实交
代其于2021年2月7日开始在火石营岩

口村自家店内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
事实。

2021年 2月 9日，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刘某湖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处罚，收
缴涉案烟花爆竹开门红特红炮一盘（5000
响）、鞭炮22箱、双响22箱、多姿多彩豆豆
鼠6箱。

李钊庄派出所重拳打击燃放储存烟
花爆竹违法犯罪。2月9日下午，李钊庄
派出所民警在对辖区杨西庄村逐户清查
时，查获夏某东在自家非法储存的烟花爆
竹 7箱，嫌疑人当即被口头传唤到派出
所。经询问查明，违法嫌疑人于2月8日
下午开车路过丰南区路边时购买的大地
红花炮并存放在家中准备过年上坟祭祖
时进行燃放的违法事实。

夏某东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现
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收缴非法
储存的烟花爆竹处罚。

杨官林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储存烟
花爆竹案。2021年2月8日18时许，杨官
林派出所副所长张伟力带队巡查到杨官
林镇常峪村时，发现常峪村郝某某家南院
东厢房内储存烟花爆竹，随后，民警随即
将郝某某带至杨官林派出所调查，并先行

登记保存涉案烟花爆竹。
经询问，郝某某对其非法储存烟花爆

竹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2021年2月9
日，违法嫌疑人郝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三日。

新军屯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燃放烟
花爆竹案件 行政处罚一人。根据区局统
一安排，新军屯派出所全警出动，兵分三
路对辖区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进行全
方位清查。2月10日下午4时许，所长冯
大伟一组在检查至辖区黄粟坨村志武商
店时，在该店一空房内发现少许烟花，经
询问得知这些烟花系该店店主儿子刘某
为其孩子所购买，民警遂将刘某传唤至所
内做进一步调查。经查，刘某，男，30岁，
新军屯镇黄粟坨村人。这些烟花系刘某
于十几天前在外地购买，并燃放部分烟
花。10日晚，依法对刘某非法燃放烟花
爆竹的行为进行治安处罚。

任各庄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燃放烟
花爆竹案件 行政处罚一人。2021年2月
11日上午8时许，任各庄派出所民辅警在
辖区开展烟花爆竹宣传广播途中，发现光
新庄村某村民门口有燃放烟花爆竹痕迹，
民辅警随即下车对照常进行拍照录像，固
定证据。并当场再次向其当面告知禁燃
禁放烟花爆竹规定，将其传唤其至派出所
内接受询问。

经询问，事实面前该白某某对自己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任各庄派出所
已对该白某某予以行政罚款处罚。

禁燃禁放烟花爆竹期间，任各庄派出
所将继续加大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宣传力
度，及辖区巡查频次，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绝不手软。

王官营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储存烟
花爆竹案。春节期间，为了净化环境，辖
区居民能有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王
官营派出所积极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宣传
工作，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开展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积极为辖区居民营
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宣传期间，2月10日上午11时许，王
官营派出所民警在皈依寨村巡逻时，在一
家商店中发现存放烟花爆竹并对外销售，
民警现场收缴了各类烟花爆竹，并将违法
嫌疑人李某春传唤到派出所，经过询问，
王官营派出所依法对李某春处以行政拘
留三日的处罚。

2021 年 2 月 11 日（除夕）8:00 至 2
月 13日（大年初二）8:00，安徽郎溪警方
已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6起，行
政处罚 6人。

据定远警方 2月 13日公布数据，当
地已处罚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人共
计 35人。

2月 12日，池州警方行政处罚 1人
……

除了警方，安徽多地相关部门已展
开联动。从今年 1月 1日起，安庆市城
区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禁止焚烧
香纸冥币。春节期间，当地城管、公
安、交警等部门联动，展开巡查。据安
庆市政府官网 2月 13日发布的消息，2
月 12 日，该市“空气小清新、街道清爽
爽”。

而据芜湖市政府官网消息，2月 11
日晚间，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
友旺，副市长桑宝庆分别率领督察组，
深入市区各重点地段督察烟花爆竹禁
放工作。

燃放烟花爆竹将对大气造成污染，
影响空气质量。据合肥市生态环境局
监测，2月 11日，包河区、瑶海区、庐阳
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即PM2.5。

近期，“仙女棒”“电子烟火”等“冷
烟花”悄然兴起，备受热捧。但大众对

“冷烟花”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往往
忽视其背后暗藏着的诸多安全隐患。

2月 14日，应急管理部官网发布了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节日期间

组织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开展精准安
全执法检查和指导服务》，其中明确：
冷光烟花纳入烟花爆竹管理，对非法网
售集中清理整治。其中提到：针对部分
城市烟花爆竹供需两旺，应急管理部要
求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加强风险预警研
判，强化安全管控措施，加大巡查检查
力度，并做好安全宣传警示。

春节假期以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
共 检 查 烟 花 爆 竹 批 发 企 业 、零 售 店
（点）10 万家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
问题 8000余项。

特别是针对冷光烟花兴起的情况，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强调，冷光
烟花虽然火焰温度较低、烟雾较少，但
喷射口温度仍高达 700-800℃，可灼伤
人体、引燃物品，作为烟花爆竹，其易
燃易爆危险品的基本属性并未改变。
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冷光烟花时，仍
要严格遵守有关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
各项规定，必须取得相应安全许可，严
禁以任何形式变相生产、销售。

各地要将冷光烟花纳入烟花爆竹
管理，加强安全监管、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特别是对网上非法销售冷光烟花要
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切实消除监管盲
区。

燃放冷光烟花时，同样应采取对烟
花爆竹产品普遍适用的安全措施，严禁
在室内以及任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场所燃放，严防不正确的燃放方式引发
火灾等事故。

春节到，合家欢。在这阖家团聚的
欢乐时刻，陕西蒲城的民警们 24小时坚
守在“保驾护航”新春佳节的工作岗位
上，坚守在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的巡查
管控中。

为全力做好2021年春节烟花爆竹禁
限放工作，蒲城县公安局按照县委县政
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安排部署，提早统一
行动，全面落实“动员部署、宣传发动、巡
查管控、违法查处”四项禁放举措。同
时，针对大年三十、初一、初五、元宵节等
重要节点，全局出动二分之一以上警力
24小时参与全县“棋盘式”管控行动，从
始至终坚持“全覆盖”“零容忍”，确保烟
花爆竹禁限放工作定人、定岗、定时、定
责。对于群众举报违规燃放线索及巡查
发现的燃放行为，蒲城公安第一时间依
法严厉查处，对不听劝阻的，一律带至派
出所接受询问查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月 10日 19时 50分，郭某胜与其女
朋友在蒲城县西城大道开元路与五原路
十字口燃放手持“加特林”烟花。民警随
即依法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根据《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
给予郭某胜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2月 10日 20时，由某和秦某在蒲城
县五原路中段燃放礼花弹。接警后民警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依法将二人带回派

出所调查处置。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给予由某刚、
秦某福二人分别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2月 10日 22时，连某在蒲城县桥陵
镇银河小区里燃放两个“墩子”花炮。桥
陵所民警到达现场后将当事人带回派出
所调查处置。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给予连某罚款
300元的行政处罚。

2月10日 23时30分，原某在城南新
区高新医院十字路口燃放烟花爆竹。听
闻炮声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将原某依法
带回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处置。根据《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
给予原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2月11日10时，接群众举报，霍某在
蒲城县城关镇杜家 6组家门口燃放一小
型礼花炮，接警后民警快速赶到现场，并
将霍某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经询问后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给予霍某行政处罚200元。

2月 11日 13时，冯某在蒲城县紫荆
街道办椿兴村 3组家门口燃放一串红地
毯鞭炮，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其行政处罚 200
元。

2月 11日 18时，民警巡查至蒲城县
瑞祥花园门口时，发现唐某在路对面正

在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民警立即劝阻并
将唐某带回公安机关依法询问，后唐某
被行政处罚200元。

2月 11日 19时，蒲城县尧山镇八福
村一组村民徐某为庆祝新年，在门前（禁
限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被公安机关查
获，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给予徐某行政处罚500元。

2月11日 19时40分，焦某在大唐秦
东菜市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被巡逻的
民警当场发现，经依法询问后根据《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给予焦某行政罚款
200元。

2月11日 20时51分，民警在城南五
原路西段巡逻时，发现屈某在路边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经
询问后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
定，给予屈某行政罚款200元。

2月11日23时，接群主举报，韩某在
长乐路东段某二手车门前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后民警依法传唤韩某至公安机关，
经询问后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给予韩某行政处罚200元。

2月 11日 23时，重泉所民警在巡查
中发现贾曲三义村王某在村头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根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
予王某行政处罚300元。

2月11日 23时50分，民警在街面巡
查中发现陈某在城关镇姜家巷家门口违
规燃放烟花爆竹，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
经询问后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给予陈某行政罚款500元。

2月11日 23时59分，迎宾所民警在
蒲城县南段文昌花园小区东门口发现李
某在路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被公安机
关当场查获，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给予李某行政处罚200元。

2月 12日 8时，接某局移交，刘某在
蒲城县贾曲乡三义村二组家门口燃放两
个 45响的墩子，后民警依法传唤刘某至
公安机关，经询问后根据《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规定，给予刘某行政处罚 500
元。

2月 12日 24时，民警与“蒲城义警”
在紫荆街道祥塬常合村中巡逻时，侯某
和张某在阻碍禁燃巡查工作，后被民警
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经依法询问后分
别被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

警方提示：为全力遏制春节、元宵节
期间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高发势
头，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蒲城县公安局
节假日期间“不打烊”“不停歇”，24小时
不间断巡查检查，坚决依法严肃查处违
法燃放行为，决不姑息，并加大曝光力
度。

内蒙古临河出台了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相关规定以来，临河区的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为 2021年春节更增添了
一份清新安静祥和，这一举措也得到了
大部分居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也有
个别顶风“作案”、逆势而为的，结果受
到了应有的处罚。

据统计，从2020年5月8日至2021
年1月28日，临河区公安局共查处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40起，行政处罚违
法人 45人。2021年春节期间，临河区
共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5 起 5
人；收缴烟花爆竹 158箱；及时劝阻燃
放12起；办理无证经营、非法储存危险
物质案件4起；依法处罚4人。

2月 8日，临河区公安局对非法储
存烟花爆竹的超市老板白某作出行政
拘留 5日的处罚。2月 7日，临河区公
安局干召庙镇第二派出所民警在干召
庙镇旭光村七组（原八贷）一超市查获
大量烟花爆竹。经查，经营者白某某在
没有取得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的情况
下非法储存烟花爆竹 105箱。临河区
公安局干召庙镇第二派出所对白某某
非法储存的105箱烟花爆竹予以没收，
并移交治安大队销毁。

先锋派出所联合临河区先锋办事
处广泛向群众宣传燃放烟花爆竹的危
害性，居民提高了认识。2月 9日上午
10时许，辖区内一个叫丁兆慧的女孩

主动向民警上交了家里去年未燃放的
烟花爆竹。丁兆慧是名中学生，民警向
其班主任老师说明情况并提出表扬。

2月 11日 18时许，有群众匿名举
报村里有人放炮，曙光乡派出所民警迅
速出警，在临河区城关镇继光村八组曹
某院中将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曹某当
场查获，后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2月 11日 20时许，曙光乡派出所
民警按照区局部署在辖区内开展烟花
爆竹燃放及销售情况巡查，发现某食品
公司有群众准备拢旺火，巡查民警及时
劝阻并耐心向群众讲解形势政策后，群
众主动将旺火堆拆散。

2月 11日 21时许，曙光乡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巡逻排查时发现辖区内一
群众家中堆起旺火堆，民警通过对群众
讲政策做工作后，第一时间将旺火堆拆
除。

2月12日晚，新华街派出所民警在
巡查过程中制止拢旺火三家；巡查到华
海尚都小区时，居民吕某某主动上交花
炮1个、马兰花开花炮19个。

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再绚烂的烟
火，也没有碧水蓝天来得美丽。

为了环境、自身及他人安全，大家
一起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相关规定，
移风易俗，过一个清新、环保、舒适的

“低碳”春节。

河北唐山丰润区严厉打击涉烟花爆竹违法行为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安徽多人被罚

春节期间内蒙古临河查处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案件5起 收缴烟花爆竹158箱

陕西蒲城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23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