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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正规销售门店购买
合法销售网点均悬挂销售许

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光要看证件
是否齐全，而且要识别证件的有
效期以及证件的注册地址是否为
店面地址。避免到违规销售点购
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仔细检查外观和产品质量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首先要

辨别产品的种类是否为消费者可
以自主燃放的产品，其次看产品
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最后选购
的烟花爆竹应该无霉变、无变形、
无漏药浮药。产品标志应完整、
清晰，有正规的生产厂家、厂址。
有警示语和清楚的中文燃放说
明。

3.选好场地
燃放烟花爆竹应选择在室外

空旷的场地，严禁在繁华街道、剧
院等公共场所和山林、有电的设
施下、靠近易燃易爆物品及其他
禁放区进行燃放，燃放烟花爆竹
要遵守当地政府有关的安全规
定。

4.禁放人员
无行为能力、行为能力不全、

精神病患者、有智力障碍的人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

禁止饮酒、醉酒后燃放烟花
爆竹；

禁止未成年人单独燃放烟花爆竹，未
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监护指导下进行燃
放。

5.禁放地点
禁止在文物保护单位、交通枢纽及铁

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
存单位、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医疗、教
学、养老机构、山林、草原等七类地点及当
地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的地点燃放。

烟花爆竹燃放注意事项：
烟花爆竹产品的正确燃放，是保证安

全的重要环节。
所以在燃放前必须仔细阅读产品包装

上的燃放说明和警示语。
市民如果在购买中发现有非法违法销

售烟花爆竹行为的，可以进行举报。

锣鼓喧天辞旧岁，文明祥和迎新
年。2月 19日，笔者从河南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在春节假日期间，在不利
的气象条件下，河南不仅守住了环境
空气质量防线，而且争取到了 4个优
良天。

这是牛年开局，河南人民群众收
到的一份“别致礼物”——“春节蓝”。

节前，根据预测，河南将遭遇大
范围持续静稳小风、逆温高湿等不利
气象条件。如果不拿出有效管控及
治理手段，在不利气象条件与烟花爆
竹的“合围”之下，春节期间，河南绝
大部分地区，都将经历重度污染过
程。

必须“突出重围”！2 月 7 日起，
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启动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及Ⅱ级响应，同时实施全域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春节期间，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26
个暗访检查组分赴各市，暗查以烟花
爆竹禁售禁放工作为主。省污染防
治攻坚办依据检查结果对多地烟花
爆竹禁放管控不力情况进行通报。

同时，对春节期间易发的扬尘污
染、圾焚烧秆、企业冒黑烟等问题开
展检查，发现问题立即交办。

除了暗访查处、重点管控之外，
还注重源头治理。近年来，河南不少
花炮厂转型成了加工厂、养殖场，解
决了安全隐患、污染隐患，还保障了
就业。

为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
方式，营造文明、安全、宜居的生活环
境，今年春节期间，河南不但延续往
年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政策，各地还采
取了疏堵结合的措施，引导群众过一
个祥和的节日。

郑州“环保过大年”的微信红包
封面在春节期间大量传播，受到群众
好评。在焦作市文联展厅书写现场，
多位书法家挥毫泼墨，书写出一副副
与生态环保有关的春联。在漯河市，
各居民小区设置烟花爆竹兑换点，兑

换商户和群众手中留存的烟花爆竹，
实现社区零燃放……

据悉，今年春节与 2020 年、2019
年春节期间相比，峰值 PM2.5 浓度下
降 44%和 39%，全省环境空气监测质
量较预测结果优 1至 2个级别。全省
100 个国控点位、251 个省控点位及
1804 个乡镇点位，共计 2155 个点位
空气质量指标无一出现爆表现象。

2021年春节假期期间，河南省 19
个组分观测站 PM2.5 中钾离子浓度
除了个别城市出现明显上升外，其余
城市钾离子浓度仅是相邻省份城市
部分燃放地区的 1/15。

在高湿静稳不利气象条件下，河
南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仍没有出现大
面积重度污染现象。河南人民群众
在春节期间收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

“春节蓝”。
这还是一份“舒心蓝”。媒体的

报道，引来不少群众围观盛赞“春节
蓝”。

网友Unun:禁放烟花爆竹之后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

网友东汉：蓝天白云相伴，开开
心心过大年。

网友青山秀水：持续优化大气环
境质量，大河南有担当。

（潇湘晨报）

腊月二十五，牛年春节烟花爆竹正
式开卖。今年北京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10个，于2月6日至16日(农历腊月二十
五至正月初五)销售，购买者需要持身份
证进行实名登记。今年新增石景山区
和顺义区为全区禁放。

今年北京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数量
减至10个，共备货2万箱。十个城区不
设销售网点。跟往年相同，牛年春节烟
花爆竹的售卖时间仍是 11天，从 2月 6
日（农历腊月二十五）至2月16日（农历
正月初五）。

据北京市烟花办消息，与去年相
比，今年全市零售点从 23家缩减到 10
家，共备货 2万箱，比去年的 2.7万箱下
降了25.9%。

10 个网点均分布在通州区、昌平
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6个
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
丰台区、石景山区以及门头沟区、房山
区、顺义区、大兴区均不设置网点。

全市禁放区占总面积的32.4%。笔
者从市烟花办了解到，今年全市禁放区
进一步扩大，约 5318平方公里，占全市
总面积的32.4%，同比增加22%。

五环路内（含五环路）仍为全年禁
放区，东城区、西城区、大兴区继续实行
全区禁放。石景山区、顺义区、延庆区、
平谷区增划了禁放区。石景山区、顺义
区行政区域范围实行全面禁放，延庆区
增加了 4个乡镇为禁放区，平谷区增加
了64平方公里的禁放区域。

今年全市限放区约4107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的25%，与去年相比无明
显变化。

市烟花办提示，五环路内禁放区和
各区划定的禁放区内不要燃放烟花爆
竹；在限放区域，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
全天，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的 7时
至 24时，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
不得燃放烟花爆竹；16类禁放地点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当全市发布空气重
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时，全市行政区域
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运送、购买均需实名制登记。自前
年春节开始，北京烟花爆竹售卖已经开
始采用实名制，消费者需要刷身份证购
买烟花爆竹。牛年春节，烟花爆竹流向
登记制度全面升级，押运员首次手持实
名制系统扫码抢送货。

笔者在通州区花炮销售网点看到，
押运员在卸货过程中，不仅有纸质单
据，还手持实名制系统扫码枪，卸下的
每一箱产品都扫码登记。市民购买烟
花爆竹时，也必须持身份证进行实名制
登记才可以结账。

据了解，北京市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企业有 2家，不过目前仅熊猫烟花公司
1家正常运营。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有力打击犯罪和
非法烟花爆竹，牛年春节，烟花流向登
记制度全面升级，不仅是每一箱花炮的
外包装，箱内的每一个花炮单品也均粘

贴有实名制标签。也就是说，实名制已
经覆盖到了花炮的最小包装单位，由
此，真正实现了涵盖生产、出厂、起运、
入库、出库、配送、销售等全环节的全流
程可追溯。

烟花爆竹“瘦身”同时更环保。笔
者了解到，为适应新的需求，今年的烟
花爆竹种类也进行了调整。北京市熊
猫烟花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去
年以来，不论是烟花爆竹生产厂家，还
是北京市民，对烟花爆竹的要求都有
所变化，造型类、喷花类、线香类以及
小型烟花等中小型产品占主流，更受
京城百姓欢迎。因此今年烟花爆竹进
行了“瘦身”。

据介绍，今年烟花爆竹品种有 300
多个，其中“牛年主题”新品占 20%以
上。“所有供应京城市场的牛年新品，
都要符合无硫轻烟少残渣的环保指
标。”

该位负责人表示，由于环保标准
“升级”等原因，“瘦身”后的花炮生产

成本并未减少，有的产品“瘦身”后生
产成本反而升高。“不过，成本升高了
也不会涨价，全线产品的建议零售价
与往年持平”。

据了解，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
司微信公众号“北京熊猫烟花”，已更
新了 10个花炮网点地图导航，市民可
查看公众号“找炮点”，同时还能观看
所有花炮产品的燃放效果。

烟花爆竹售卖首日市民提前两小
时排队。2021年春节北京烟花爆竹售
卖第一天，笔者探访多个销售网点。
早上 8点半，位于通州区宋庄的花炮零
售网点门前，已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

笔者注意到，购买烟花爆竹的市
民选择最多的是千响鞭。据了解，今
年的千响鞭价格没有上涨。

“我们每年就买几挂千响鞭，图的
就是个节日氛围。”市民金先生带着小
孙子来买烟花爆竹，除了给孩子买了
几只小型烟花，只买了三挂千响鞭，计
划除夕夜、大年初一、大年初五各放一

挂。
而在昌平区阳坊镇销售网点，笔者

探访了解到，虽然销售从 8点开始，但
6点就已经有人排队等候。

该销售点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全
市统一开售时间为早晨 8点，结束时间
为晚上 8 点。但早上 6 点就有市民前
来等待，正式开售前队伍已超过百
米。队伍外，工作人员手持喇叭不断
提醒大家保持距离、戴好口罩。

上午 11 时许，一对父子拎着买好
的烟花爆竹从售卖点出来。据介绍，
两人早 7 点从北辰桥附近出发，开车
50公里到达现场。8点开始排队，花了
3个小时才买到。

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向笔者介
绍，售卖点的烟花爆竹会根据售卖情
况不断补货，大家扎堆购买与恰逢周
末有关，预计今明两日会有所减少。
此外，针对售卖情况，阳坊镇零售点将
开售时间提前到早晨 7点半。

（新京报）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逐步推行禁
燃禁售烟花爆竹行动，倡导“过年不放
炮”的文明过节新风，禁燃禁售烟花爆
竹的区域不断扩大。今年，巴彦淖尔
市 6 个旗县区都划定了禁燃禁售烟花
爆竹的具体区域。那么，巴彦淖尔市
为什么要禁燃禁售烟花爆竹，市民对
此反响如何，笔者深入采访。

市民：放炮危险 以后不放了。
临河糖果厂家属楼的王先生去年

买了 200元左右的烟花爆竹，但有一半
没放掉，至今仍放在家里的柜子里。
他说：“现在相关部门不让放炮，说实
话我也不敢放了。以前每年过年大家
都在放炮，既危险，又影响别人睡觉，
空气也不好。对于小孩来说，放炮更
是危险。”

“每到过年过节，炮声响个不停，
到处都是刺鼻的硝烟味道，空气质量
十分差，希望以后不要放炮了，我们也
能有个舒适的环境过年过节。”临河名
鼎花都的刘女士说。

经营者：库存大量烟花爆竹卖不
动。

宏兴烟花爆竹的负责人张爱国
说：“我家经营的烟花爆竹都是以前从
湖南进的货，现在很少有顾客来买，偶
尔有老年人来买点麻雷、花炮、鞭炮，
孩子来买点玩具炮。烟花爆竹卖不
动，我现在头发都愁白了，卖了 20多年
炮了，现在全赔进去了。烟花爆竹属
于危险物品，我专门盖了库房，每天得
专人看管，还得通风和调节温湿度。”

“我以前从湖南进了大量的烟花
爆竹，本想今年过年赚点钱，结果有关

部门不让放炮了，现在卖也卖不动，损
失非常大。”金焰烟花批发公司的老板
张清说。

临河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42 起，行政处罚 47 人。笔者从临河区
公安局了解到，为做好烟花爆竹禁售
禁燃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由烟花爆
竹燃放带来的空气污染、火灾事故、
噪声污染，临河区公安局把禁售禁燃
烟花爆竹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
全警动员，全面发力，扎实开展禁售禁
燃烟花爆竹整治工作。把“禁售禁燃”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治安部门、各
派出所压实责任，迅速动员、全力做好
禁售禁燃烟花爆竹宣传和集中整治工
作。全局在积极组织全体民警、辅警
扎实做好禁售禁燃工作的同时，要求
每个人要从自身做起，坚决做到禁售

禁燃烟花爆竹。
在工作中，临河区公安局上下牢

固树立“炮声就是警情”的意识，坚持
严格规范办案，强化查处力度，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截至 2
月 8日，临河区公安局共查处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案件 42起，行政处罚 47人。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
科：烟花爆竹污染环境。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
科的王乾说：“燃放烟花爆竹引发噪声
扰民、人身伤害、重度大气污染以及火
灾伤亡事故，直接影响城市环境和人
民群众身心健康。烟花爆竹污染环
境。往年，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
去年正月初一，由于居民在大年三十
凌晨大量燃放烟花爆竹、祭祀、拢旺火
造成污染物排放骤然升高，导致年初
一空气环境质量严重污染，出现‘爆
表’现象，PM2.5 小时浓度达到 1000 微
克/立方米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 33倍
多。受弱气压场、静风及高湿等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我市出现连续雾霾及
重污染天气过程。有害气体会强烈地
刺激人的呼吸道，使人咳嗽，引起气管
炎等呼吸系统疾病，尤其对老年人和
儿童危害很大。近年来，许多城市倡
导过年不放炮，烟花爆竹燃放量较往
年大幅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在
从‘放’到‘少放’再到‘不放’的变化
中，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绿色环
保过春节正成为人们的共识。”

（巴彦淖尔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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