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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炮》专刊宗旨
“和谐、合作、发展、共赢”，为实现我国烟花产业链一体化，本着促

进发展、友好合作的原则，团结全国从事花炮设计、生产、批发、燃放等

环节的团体和个人，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推动中国花炮产业

的健康发展。

留住烟花文化就是留住乡愁。
“受疫情影响和禁放条例等限制，

我对今年的花炮销售不抱乐观态度。”
对笔者说出此话的是熊猫烟花的一位
工作人员，但 2月 6日，北京烟花销售的
第一天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
料。

在北京市的 10个烟花销售点都不
同程度出现了“一炮难求”的情况，排队
时长一度超过了 3个小时，甚至还有驱
车 50公里身着军大衣携带帐篷排队的
消费者。

在各地对于烟花爆竹燃放政策不
断收紧的当下，烟花企业和销售者们都
感到了巨大压力，甚至唱衰未来的发
展。

但市场，从来都是消费者用脚投票
的。

始终存在的需求

通过走访烟花爆竹的消费者，笔者
得到了几个高频词汇，“传统”“释放”

“仪式感”。
对许多消费者而言，烟花爆竹是和

春节捆绑出现的，是传统节日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虽然没有谁会如民俗学家那般，将
驱赶年兽、辟邪祈福这样的话挂在嘴
边，但在人们心中，烟花爆竹和春节早
已是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出租车司机老隋告诉笔者，“即便
是北京市从禁放至今，禁放区不断增
大，每年家里还是会买一些烟花爆竹，
小时候是在家门口的胡同里放，现在是
开着车去大山边放。不放炮就会觉得
过年是不完整的。”

健谈的老隋继续说了起来，“我们
小时候家里穷，日子过得差，到过年才
能穿新衣甚至吃到一碗肉和饺子，大人
孩子都很珍惜过年，全家都会当一个大
事来看。”

“现在，想吃肉随时吃，想穿新衣随
时买，想看个相声小品打开手机随时
看，还有什么是一定要过年做的呢？恐
怕只有放炮了。”

在如今，对春节的民俗了解越多的
人，越会感受年味的“寡淡”。

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烟花爆竹有
着另外的意义。“当年我在长沙上学，每
周末橘子洲头都会燃放烟花，看着绚烂
的烟花，闻着空气中的味道，对于异乡
求学的我来说，会感觉到很温暖。”在小
赵看来，烟花虽然污染空气，但爆破带
来的刺激和瞬间对于视觉的冲击力，还
是其他声光电技术不能替代的。

就像人们喜欢在高速路上猛踩几
脚油门，在摩天大楼顶层向下俯瞰城市
一样，燃放烟花爆竹同样会带来巨大的
愉悦感。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应该叫做
“小确幸”。

许多在今年购买烟花爆竹的消费
者都表示，去年一年无论是精神还是生
活压力都很大，收入降低，生活转变，自
己时常处于焦虑和迷茫的状态。希望
通过燃放烟花爆竹，让自己的心情得到
释放，也是对来年生活的一种期盼。

崩裂的爆竹和在空中散开的花火，
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像是一种寄托。

持续走高的价格

“曾经 10 块钱就可以得到 10 分钟
的快乐，如今 1000块钱，可能半分钟就
结束了。”

对于烟花爆竹的价格，熊猫烟花工

作人员告诉笔者，今年的价格并没有做
出涨价的调整，根据近年来的销售统
计，单价低且适合孩子玩的烟花爆竹，
销售得最好。

对于各地烟花爆竹价格上涨的消
息，湖南浏阳东信烟花董事长、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浏阳花炮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自奇认为，这是必然
的。

由于燃放标准越来越高，生产成本
也会增加，同时由于各地禁放政策收
紧，烟花销售时间缩短，燃放区域减少，
销售者们一年可以销售的时间变得宝
贵和稀缺，单价自然走高。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烟花爆竹生产
企业约近 2000家，经营（批发）、零售店
点约为 87 万家，烟花爆竹生产经营领
域从业人员达到 400万人以上。

随着产业转型，全国烟花爆竹生产
企业逐步向传统产区集中，内蒙古、山
东、安徽、江苏、重庆、福建、广东等 23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退出烟花爆竹生
产，湖南江西两省的浏阳、醴陵、上栗、
万载四个县市已经形成全国烟花爆竹
核心主产区，其年产值已占全国生产总
量的 83%、占全世界年产值的 74.7%。

钟自奇表示，绝大部分的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国
内销售，一条腿则是远销国外，我国的

烟花主要出口针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出
口欧盟和美国的烟花比例占全国总出
口量的 80%以上。

“但在去年，这些都变了，疫情的影
响，欧洲关闭了关口，大型文化娱乐活
动取消，导致很多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损失。”

钟自奇保守估计，自己的企业去年
减少了三成的效益。

对于烟花爆竹价格逐年走高，某省
会城市的花炮经销商告诉笔者，价格高
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厂家出厂价格的
提高，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城市的要求，
城市管理者希望通过价格的杠杆来实
现减少燃放的目标。

禁放、减放、高价等政策，让行业出
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一些无照商贩，带着现金来到花炮
生产企业，购买花炮后违规贩卖并获取
利润，钟自奇表示，在整个产业销售受
阻的情况下，一些小厂就为了生存会铤
而走险，由于无照商贩在运输储存销售
过程中没有标准也没有设备，极容易发
生危险事件。

一旦发生危险事件被曝光后，对于
无照商贩而言，必将面临法律制裁，但
是对公众而言，则会加深“花炮危险，伤
人性命”这样的概念。

钟自奇担心，如果不从源头上改变
这个问题，花炮产业的未来发展不容乐
观。

烟花产业，朝阳还是夕阳

日前，部分城市中流传着将全面解
禁烟花爆竹燃放的消息。随后一封封
辟谣声明陆续传出，虽然不是全面解
禁，但和一线城市相比，确实有了不少
的松动和放宽。

在年货市场上，近年来有一些电子
烟花产品作为替代品销售，河北白沟商
贸城的一家商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
样的产品刚面向市场的时候，由于禁放
要求，还有人买，后来慢慢就卖不动了。

“这东西没气氛，只有声音，小孩都
不愿意玩。”

“前两天一个一线城市的老朋友给
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搞一些鞭

炮，说城里买不到，这就是需求。”钟自
奇说。

在钟自奇看来，烟花爆竹产业肯定
不是朝阳产业，但也绝不应该走向末
路。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烟花
爆竹的主产区湖南和江西，近年来一直
在进行调整，一批产能低、安全生产条
件不达标、无整改和扩建条件的“散、
小、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退市，未
来还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退市。

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诟病烟花爆
竹产业的核心问题。资料显示，《烟花
爆 竹 安 全 与 质 量》（GB10631-2013）、

《 烟 花 爆 竹 作 业 安 全 技 术 规 程 》
（GB10652-2012）、《烟花爆竹工程设计
安全规范》（GB50161-2009）、《焰火燃
放安全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已经完成
修订，而国际标准化组织/烟花爆竹技
术委员会（ISO/TC261）的秘书处设立在
中国，一系列烟花爆竹国际标准也将颁
布。

从生产角度上来说，大型的烟花爆
竹企业甚至自己拥有实验室，通过精密
测算来保证生产研发销售中的安全以
及环保排放等问题。

如今，国内的烟花制作正全面向机
械化转型，并且绝大多数工序都已实现
机械化，部分产品甚至实现了全流程自

动化，部分企业积极推进产业科技创
新，微烟、少尘、无硫、降噪等环保技术
得到大力推广和应用。

曾任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专家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周树林撰文《我对
烟花爆竹产业的一点反思》中提到，烟
花爆竹有 1400 年的历史，是不断更新
发展的历史。只有顺应时代发展，顺应
消费观念变化，才会有市场需求。

在周树林看来，烟花爆竹企业应顺
应国内部分地区禁限放烟花爆竹的政
策调整，以安全环保小产品作为突破
口，在充分注重烟花爆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推动将旋转类、玩
具类、喷花类、爆竹类等危险性极小的
烟花爆竹列为城市燃放烟花产品，并不
纳入禁放品种。

但无论行业怎么改变，政策带来的
“一刀切”，影响都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从政策上看，全年、全域、全种类的
“一刀切”显然不够聪明，也体现不出来
管理的艺术。

在钟自奇看来，留住烟花文化就是
留住乡愁。但能不能留得住，不是行业
自己能说了算的。

当提到自己的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花炮制作这门技艺应当如何传承时，钟
自奇思考了片刻说：“基本上，这个，很
难。” （人民网）

烟花爆竹就成了春节不可或缺
的元素，噼啪的声音能从除夕一直响
到元宵。可在营造热闹节日气氛之
外，烟花也会带来风险：易燃易爆，容
易引发火灾；燃放过程会造成噪音污
染，还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尘，导致空气污染。

于是，全国各地开始禁放限放烟
花爆竹。2017 年，全国禁放烟花的
县市数量达到 444个，对燃放时间和
区域进行限制的县市数量达到 764
个，禁限放烟花的县市合计为 1208
个，相比 2015年增长了 79.2%。

我们很少再燃放烟花爆竹，这个
传承千年的行业也渐渐步入寒冬。

湖南省浏阳市是烟花的主要发
源地，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国烟
花之乡”的称号。浏阳市加上临近的
醴陵市、上栗县、万载县这四县（市）
占据了全球 80%以上的烟花产能。

2016 年，湖南省启动淘汰烟花
爆竹不安全落后产能工作。到了
2018年，全省关闭、退出烟花爆竹生
产企业 1180 家，产区县由 76 个减少
到 8个，全省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数
从 2162 家 减 少 至 982 家 ，锐 减 了
55%。

2015 年时，浏阳尚有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 796家，而根据浏阳市烟花
爆竹产业集群“十三五”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数量将控制在 600家以内。

因为行业萎缩，从 2017年起，全
国唯一的花炮技术学院——浏阳市
花炮学校（花炮是烟花的别称）不再
对花炮专业进行招生。

那从公司来看呢？浏阳花炮，早
在 2001 年就登陆 A 股市场，是中国
唯一一家烟花上市公司，后来经过并

购重组，改名为熊猫烟花。熊猫烟花
的董事长赵伟平先后担任 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2010 年上海世博
会开幕式、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烟
花燃放的实施总指挥。但这是熊猫
烟花最后的辉煌。在 2010 年财报
中，熊猫烟花对当年经营情况进行回
顾时下的结论还是“稳步增长”，董事
会报告的总体基调积极乐观。到了
2011 年，整个行业开始感受到政策
的压力。财报中提及的 53号文件为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
见》，其中有一条内容为：凡是发生人
员伤亡责任事故的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企业，一律停产停业整顿……不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安全
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

随后几年，烟花行业的经营环境
每况愈下，“形势复杂”“不利因素”
等字眼频频出现在熊猫烟花的年报
中。

主业不振，熊猫烟花无奈谋求转
型。2013 年，熊猫烟花试图通过收
购华海时代影业传媒有限公司，进军
影视行业，没有成功；2014年，熊猫烟
花转进 P2P，并在 2015年将股票名从

“熊猫烟花”改为“熊猫金控”以示决
心；2018年，熊猫烟花意图收购欧贝
黎新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再度转
型新能源行业，依然失败。最终，因为
P2P业务无法兑付，熊猫烟花连年亏
损，濒临退市，如今市值仅剩7亿。

目前或许是阵痛期，但笔者对烟
花行业并不悲观。据浏阳市乡镇企
业办数据统计，2019 年浏阳市花炮
产业总产值为 241.1亿元，拉长来看，
较 2014年增长了 19%。同期浏阳市
对欧美、东南亚等地的花炮出口额增
速则超过 89%。

为什么会出现墙里开花墙外香
的现象呢？答案或许是良性的监
管。以美国为例，根据《联邦有害物
质管理法》，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总结了一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指南，
笔者摘抄了部分内容如下：

地面燃放的烟花火药含量限制
为 50 毫克以内，空中燃放的烟花火
药含量为 130毫克以内；

可重复装填的烟花炮弹直径不
大于 1.75英寸；

烟花不得包含下列化学品：硫化
砷、砷酸盐、亚砷酸盐、硼、氯酸盐、
镓酸盐、鞣酸、镁、汞盐、磷、苦味酸
盐、硫氰酸盐、金属钛或金属锆（防止
污染）；

导火线必须能抵御侧燃，而且燃
烧时长至少3秒，但不超过9秒；

烟花底座的最小尺寸必须至少是
整体高度的三分之一；

烟花外观不得与糖果、食物等产
品类似……

此外，大多数州都对烟花爆竹的
销售严格管理。零售者必须事先向当
地消防部门申请许可证，并接受上岗
培训，申请表上须填写零售店的具体
位置、建筑物结构、仓库所在地等内
容。

路易斯安那州规定出售烟花爆竹
的地方不得经营其它商品，也不能住
人；储存、展示烟花的地方要避免太阳
直射，所安装的玻璃须有茶色。

还有对消费的限制。如得州规定

烟花购买者必须超过12岁；不准向机
动车投掷烟花、不得在医院学校等公
共建筑附近燃放烟花等。

随着监管的增强以及产品质量的
提高，美国各州逐渐放开对个人使用
烟花爆竹的禁令。自2000年以来，有
十多个州已经放开了它们的烟花禁
令，如今只有马萨诸塞这一个州仍完
全禁止个人燃放任何类型的烟花。

据美国烟花协会（American Pyro⁃
technic Association）统计，2019 年全
美消费烟花市场规模达到10亿美元，
而在1999年，消费烟花市场规模仅为
3.33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近10%。

当美国烟花的消费量大幅增加的
同 时 ，烟 花 造 成 的 事 故 却 下 降 了
90%。1976年，美国每燃放10万磅烟
花就有 38.3 人 因 此 受 伤 。 而 2019
年，这一比例降至 3.6人。

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黎仲畦
曾说：花炮不仅关于化学，更是文化
和艺术。花炮制作者是特殊的画家，
将天空作为画纸，将五彩缤纷的烟花
作为颜料，用技巧作为画笔，这就是
烟花的魅力。

社会的发展应该带来更多的可
能性，而不是简单的限制。希望我们
将来也会有更精细化的管理。

（澎湃新闻）

浏阳是烟花爆竹的发源地，是
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基地，行
业从业人员约 30万人。入行十余
年，浏阳市政协委员、国家烟花爆
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
朱玉平对烟花爆竹行业愈发热爱，
牵头制定了多项烟花国际标准，助
力浏阳花炮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

国际标准的话语权、主导权对
国际市场贸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朱玉平通过走访调研发现，虽
然烟花爆竹行业正加快转型升级、
优化产业布局，但行业标准引领效
应未全面发挥，整体质量水平仍落
后于其他行业。

为此，2019年，朱玉平撰写提
交了《发挥标准引领助推高质量
发展》的提案，建议政府部门全面
落实过程监督，实效参与标准研
制，加快标准机构建设，确保原辅
材料质量，狠抓质量监管到位，解
决环保技术难题。2019 年以来，
市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加速推进
花炮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
开展烟花爆竹国内国际标准化工
作，通过出台《“浏花”十条》，鼓励
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化活动及标准
制定、修订工作；浏阳烟花传统小
产品率先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团
体标准，助推安全环保的烟花小
产品销售火热。朱玉平本人则主
导或参与烟花燃放、质量检测等
多项国际标准的研究制定，在推
动烟花爆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作出了贡献。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是政协
委员履职的有效途径之一。“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破解禁限难题、调
整产业结构是行业目前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朱玉平说，将结合

本职工作，尽己所能地帮助行业科学健康发展，
为浏阳烟花爆竹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浏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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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的烟花生意：要传统还是要环保？

花炮：国人对年味最后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