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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育

新华社布达佩斯 7月 29 日电（记者
苏斌 张薇）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 29 日进
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选手李
冰洁在女子 800 米自由泳中摘得一枚银
牌，美国名将莱德茨基在该项目中拿到
本届世锦赛个人第五金。同样来自美国
的德雷塞尔迎来爆发，一日赢得三项冠
军 。 瑞 典 选 手 舍 斯 特 伦 的 表 现 不 遑 多
让，她在女子 50 米自由泳半决赛中打破
了世界纪录。

李冰洁在女子 800 米自由泳决赛中
的成绩为 8 分 15 秒 46，创造了全新的亚
洲纪录。李冰洁的偶像莱德茨基游出 8
分 12 秒 68，个人世锦赛金牌总数达到 14
枚。另一位美国选手利·史密斯以 8 分 17
秒 22 获得季军。

200 自结束后就出现感冒症状的李冰

洁赛后一直咳个不停。对个人成绩感到
满意的同时，她希望能不断缩小与偶像
之间的距离。

“赛前我的策略就是尽可能跟她（莱德
茨基）紧一点，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很崇
拜她，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与她同台，要发挥
出自我，不要看着别人，”李冰洁说。

德雷塞尔先在男子 50 米自由泳中以
21 秒 15 的个人最好成绩摘金。半小时后
再度登场的德雷塞尔又在 100 米蝶泳中
夺冠，前半程一度游在世界纪录线前的
他最终成绩为 49 秒 86。中国选手李朱濠
以 50 秒 96 排名第六，刷新了 51 秒 24 的全
国纪录。

李朱濠的成绩如果放在里约奥运会，
将确保拿到银牌。对此他也感叹“这次
水平真的很高”。在他看来，虽然成绩看

上去很好，但自己最后的到边还是和奥
运会时一样出现了点小失误，不然成绩
还会更快一点。

德雷塞尔的闪光表演还在继续，他又
帮 助 美 国 队 在 当 晚 压 轴 的 男 女 混 合
4X100 米自由泳接力中摘得金牌，3 分 19
秒 60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当日多瑙河游泳馆泳池中诞生的另
一项世界纪录来自女子 50 米自由泳半决
赛。瑞典名将舍斯特伦的成绩为 23 秒
67，将德国选手斯特芬保持了八年的世
界纪录缩短了 0.06 秒。中国选手刘湘以
24 秒 56 位列第七晋级，排名第 12 的朱梦
惠出局。舍斯特伦还摘得 50 米蝶泳金
牌，24 秒 60 的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

徐嘉余在男子 50 米仰泳半决赛中游
出 24 秒 67，以第四的身份晋级决赛。徐

嘉余表示，对手在力量上占据优势，自己
要在其他方面能做多好就做多好。至于
决赛目标，他说“不要太差就行”。

澳大利亚选手西博姆在女子 200 米
仰泳中顶住压力，以 2 分 05 秒 68 摘得金
牌，主场作战的霍苏以 0.17 秒之差收获银
牌。

中国选手索冉在女子 50 米蛙泳半决
赛中游出 31 秒 14，排名第 15，无缘决赛
席位。

据中国游泳队透露，此前退出男子
1500 米自由泳争夺的孙杨将参加 30 日的
4X100 米混合泳接力。

澳大利亚选手伊夫伦德以 320.70 分
获得女子 20 米高台跳水金牌。克罗地亚
队在男子水球决赛中以 8：6 击败东道主
匈牙利队后夺冠。

游泳世锦赛800米自由泳李冰洁摘银
美国选手德雷塞尔一日夺三金

三亚旅游英文官网推出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专题页面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月30日，记者
从三亚旅游英文官网获悉，为了更好地将

“三亚号”帆船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
盛况向国际游客进行播报，三亚旅游英文
官网将于8月1日推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专题页面，报道最新赛事动态，通过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向世界展示三亚。

据悉，2017-18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将于 2017 年 8 月 20 日在英国利物
浦起航，其中“三亚号”帆船将参加 11
个月的环球航行赛事。届时，该专题页
面将全程用英文对“三亚号”船员比赛
和生活的情况及赛事活动进行跟踪报
道。同时，相关境外新媒体平台也将开
设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专题页面，向全球
推广三亚。

三亚首届“亲水系列活动”
8月8日开赛
可在8月5日之前免费报名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7 月 30 日，记
者从市文体局获悉，2017 年首届三亚

“亲水系列活动”帆船、帆板、皮划艇比
赛将于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在大东海
举行。目前，赛事选手正在火热招募
中，6 至 60 周岁的爱好者可在 8 月 5 日
之前免费报名。

据悉，“亲水系列活动”比赛项目包
括帆船、帆板、皮划艇三项，分少年组、
青少年组进行比拼。广大爱好者可以
通过帆板负责人于欣洋（13098958456）、
帆船负责人巴书航（13307674947）、皮划
艇负责人王梓（13305077585）直接报名
参赛。

本次赛事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
三亚市文体局、三亚市帆船帆板运动协
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7 月 29 日
晚，2017“三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台
球争霸赛在三亚市体育中心落下帷
幕，经过 1 个月的海选赛、正赛两个
阶段的激烈比拼，最终冠军由王俊获
得，谢延飞和陈泽龙分别获得亚军和
季军。

据悉，台球争霸赛作为 2017“三
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系列赛的首个
赛事，产生了多个三亚之“最”——参
赛地域最广、选手数量最多、参赛球
员跨界最大。来自我省多个市县的

147 名台球爱好者参加本次比赛，其
中有 8 名飒爽英姿的女选手参与其
中。比赛总奖金高达 5 万元，是三亚
中式八球比赛史上奖金最高的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自开赛以来，通
过网络直播观看赛事的球迷人数达
49432 人次，创造了海南民间台球赛
事的观赛记录，为赛事树立品牌创造
了有利条件。

“虽然没能进入冠军争夺战，但
在这次比赛中收获颇丰。通过这次
大赛认清了自身的不足，回去以后，

将继续刻苦训练，希望能够不断提高
自己的竞技水平。”在现场，从 15 岁
就开始打台球的陈泽龙告诉记者，为
了这次比赛他特意调整个人作息时
间，增加练球时间，打台球可以锻炼
大脑思维和心理素质，是一项非常好
的运动，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台球
这项运动中收获快乐和友谊。

本届台球争霸赛是由三亚市人民
政府主办，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局和三亚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的大
型全民健身赛事。

2017“三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台球争霸赛落幕

王俊过关斩将获得冠军

关注三亚体育

选手王俊全神贯注准备击球。本报记者 吴合庆 摄

世运会
中国队再获一银一铜
俄罗斯队稳居奖牌榜首位

新华社波兰弗罗茨瓦夫 7月 29 日电
（记者 石中玉 陈序）在波兰弗罗茨瓦夫
举行的第十届世界运动会 29 日迎来第九
个比赛日，中国队当天在拔河和台球比赛
中分别收获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以鞍钢女子拔河队为班底组成的中
国队当天征战 540 公斤拔河比赛，并在决
赛中遭遇上届冠军中国台北队。最终，中
国队以 0：3 不敌对手，获得第二名。中国
台北队也通过这枚金牌实现本届世运会
上金牌零的突破。

鞍钢女子拔河队教练闫士安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次败给对手有些
遗憾。原来，在比赛前半个月，中国队的
主力“锚人”在训练中膝部受伤，无法上
场。而替补队员体重比中国台北队的“锚
人”轻了 23 公斤。

闫士安说，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实力
在伯仲之间，谁发挥好谁就可能取胜，因
此主力队员的受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中国队的整体实力。

在台球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队名将韩
雨在半决赛中不敌韩国“小魔女”金佳映，
未能和陈思明会师决赛。不过，在当天举
行的铜牌争夺战中，韩雨以 9：3 轻取菲律
宾选手森特诺，获得第三名。

奖牌榜上，俄罗斯队以 27 金 15 银 12
铜稳居第一位，法国队和意大利队分列
二、三位。中国队获得 7 金 7 银 5 铜，名列
奖牌榜第九。

中国女篮获亚洲杯铜牌
日本队站上亚洲女篮最高领奖台

新华社印度班加罗尔7月29日电 29
日，2017 女篮亚洲杯迎来收官日。中国队
75：51 轻取韩国队，获得本届杯赛季军。
日本队 1 分险胜澳大利亚队，站上亚洲女
篮最高领奖台。

中国队首节被韩国队拖入苦战，双方
比分交替领先，中国队在后半段发挥出黄
思静、李月汝内线“双塔”的能力，单节
20：19 领先一分。第二节，黄、李二人又
在内线打出内传内精妙配合，李梦则命中
一记超远距离三分球，带领中国女篮打出
一波 9：0 的进攻高潮，中国队半场结束时
41：34 领先。

第三节比赛，韩国队上来一度将分
差迫近，中国队经过调整，由沈怡和李月
汝得分稳住局面。此后李月汝打成一次

“2＋1”，中国队将领先优势再度扩大至
两位数，韩国队虽然在第三节结束前命
中 三 分 球 ，但 三 节 比 赛 后 仍 以 45：58 落
后。

两队在末节命中率都不高，韩国队更
是突然短路。直到比赛结束前两分钟，韩
国人才投入第四节比赛中的第二个进球，
此 时 中 国 队 已 经 将 分 差 扩 大 到 20 分 以
上，比赛随即进入垃圾时间。最终，中国
女篮将比分锁定为 75：51，用一枚铜牌结
束了本届亚洲杯的征程。

虽没能重回亚洲第一，但中国队内线
“双塔”成为本届亚洲杯上中国女篮的一
大收获。李月汝在铜牌争夺战中再次交
出“两双”数据，她获得了 16 分，并抢下 11
个篮板；黄思静的数据则更为全面，除了
砍下 16 分，并获得 6 个篮板球之外，她还
送出了 5 次助攻。

第一条 为了加强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
安全管理，保障城乡居民身心健康和生命财
产安全，营造良好的工作、生产、生活环境，根
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结合三亚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和燃放烟
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由市、区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实施，实行属地管理。市级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督办、指导、协调区级监督管理部门工作，区
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销
售的许可及其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烟花爆竹燃放的许可及其
监督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流动
兜售、占道经营或露天经营和燃放后垃圾处
理的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等
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监督管理。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法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劝阻，并可向公
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举报。

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
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

第五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
向依法批准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购烟花爆
竹，向依法批准的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

者供应烟花爆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
者，应当向依法批准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采
购烟花爆竹。

第六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负责本市烟
花爆竹的批发经营，负责统一组织货源、统一
供货。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
竹的批发经营业务。

在本市销售的烟花爆竹应当粘贴专供本
市销售的标识。

第七条 零售烟花爆竹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流动兜售、占道经营或露天经营；
（二）从依法批准的批发企业以外的渠道进货；
（三）销售假冒伪劣烟花爆竹；
（四）存货量超过许可和规定的限制存放量；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八条 本市中心城区禁止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
中心城区范围为西至海坡（肖旗港），东

至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金手指地产）和榆林
湾（安游东侧含六道湾），北接绕城高速。

具有国际影响或省、本市举行重大庆典
活动，需要燃放烟花爆竹的，由主办单位向公
安部门提出申请，经公安部门许可燃放。

第九条 下列区域或场所禁止任何单位
和个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教学、科研等

事业单位；
（二）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

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三）文物保护单位、物资储存仓库、企业

生产经营场所、机动车停车场；
（四）加油（气）站等生产、储存易燃易爆

物品的场所、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及周
边200米范围内；

（五）医疗机构、敬老院、幼儿园、疗养院、
商场、娱乐场所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六）鹿回头旅游区、天涯海角游览区、南
山佛教文化旅游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大东海风景区、三亚湾度假区、西岛风景旅游
区、蜈支洲岛风景旅游区；

（七）市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其他区域。

第十条 在本市禁止销售、燃放下列烟花
爆竹：

（一）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中
的A级、B级烟花爆竹；

（二）拉炮、摔炮、砸炮等危险性大、含高
敏感度药物的烟花爆竹；

（三）燃放时主体定向升空的烟花爆竹。
第十一条 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从具有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网点购买；
燃放时应当按照燃放说明正确、安全地燃放，

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构筑物

和人群密集场所投掷；
（二）不得对准或指向易燃易爆的物品燃放；
（三）不得在居民住宅楼楼道、阳台、窗

台、楼顶燃放或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四）及时清运、处理燃放烟花爆竹后产

生的碎屑等垃圾，不得对环境卫生造成污染；
（五）不得有其他影响公共秩序、危及他

人安全的行为。
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

应在其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指导下燃放。
第十二条 未经许可销售烟花爆竹的，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活动，
没收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有本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流
动兜售或占道经营、露天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扣押烟花爆竹，并处
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
（四）项规定，燃放烟花爆竹后产生的碎屑等
垃圾未及时清运、处理，对环境卫生造成污染
的行为，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现场清除，
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
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
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
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可以进行劝阻和制止，对不
听从劝阻和制止，危害公共安全，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者违反本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可并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罚款、没收非法物品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吊销销售许可证，并在五年内不得向其发
放销售许可证：

（一）采购、销售规定品种、规格以外的烟
花爆竹的；

（二）不按照规定的时限、地点销售烟花
爆竹的。

第十七条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
民政府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充分了解社
会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提高立法质量，经研
究决定，现将《三亚市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

安全管理规定（草案）》通过《三亚日报》、三
亚人大网、三亚市人民政府网全文向社会公
布，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以便进一步

修改。欢迎社会各界对该法规草案提出意见
和建议。单位和个人的意见与建议可以直接
通过网络提出，也可以书面形式寄送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截止时间：2017 年
8月27日，邮编：572000，地址：三亚市新风路
257 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联系电话（传

真）：88361916，电子邮箱：syrdfgw@126.com 。
三亚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2017年 7月28日

三亚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公布
《三亚市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安全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的公告

三亚市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安全管理规定（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