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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我市城市空气质量，加强
烟花爆竹燃放的安全管理，维护群众
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切实控制
因烟花爆竹燃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海南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三亚市烟
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
规，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在三亚中心
区域内全年禁止烟花爆竹燃放。现
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市中心区域禁止烟花爆竹
燃放（除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鞭
炮等）

市中心区域包含三部分，一是吉
阳区、天涯区中心区域：东起迎宾互
通连接吉阳大道、榆亚路，西至天涯
互通、S314 省道，北起贯穿 G98 高
速，南至大海；二是崖州区中心区域：
G98高速公路、海南西环高铁和海南
西环线铁路组成的闭合人口密集区
域及崖州湾科技城区域；三是海棠区
中心区域：“东起椰林路，西至湾坡
路、江林路、Y103 和四横路，北至
G98高速，南至大海”，具体禁止燃放
区域如示意图。

二、除市中心区域外，以下区域
或场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国家机关办公场所；
（二）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

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三）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军事设

施所在地；
（四）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

位；
（五）医疗机构、养老机构；
（六）幼儿园、学校、科研机构；
（七）公园、商场、文化娱乐场所、

集贸市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八）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九）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十）重点旅游度假区及核心酒

店群，含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三
亚湾旅游区、海棠湾旅游区、南山文
化旅游区、天涯海角旅游区、西岛旅
游区、蜈支洲岛旅游区；

（十一）市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烟
花爆竹燃放的其他区域。

三、在禁止燃放区域外，禁止烟
花爆竹燃放的品种

在禁放区域外，可以燃放的品种
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
所有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未经许
可一律禁止燃放（正规烟花爆竹产品
外包装标注A、B、C、D级）。

四、焰火燃放规定
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

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按规定
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核
准焰火燃放组织实施方案并发放《焰
火燃放许可证》后，可在指定时间、指

定地点燃放。

五、烟花爆竹燃放的管理与处罚
依据《三亚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

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
五条之规定，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禁
止烟花爆竹燃放的地点燃放烟花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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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未经许可举办

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
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对
责任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禁止烟花爆竹燃放工作的相
关部门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本区烟花爆
竹禁放工作的组织实施。公安机关

负责烟花爆竹燃放的公共安全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烟花
爆竹燃放安全监管的相关工作。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市
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综合执法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供销社等
有关部门举报违反本通告的行为。
收到举报的单位应当按职责权限及

时调查处理或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处
理。举报热线：“12345”市民服务热
线、“110”报警电话。

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8年 12月 26日公布的《三亚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市中心区域烟花爆
竹燃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三府
〔2018〕 261 号 ， 备 案 号 ：
QSF-2018-020032）废止。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0年 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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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市中心区域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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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符府 记者
胡拥军）2 月 22日，三亚各中小学、
幼儿园正式开学，沉寂一个假期的
校园，新学期又热闹了起来。记者
走访多所学校发现，各学校都在以
不同的方式为学生开启新学期。

■市九小：
惊喜不断 缓解开学压力

记者在市九小看到，学生在校
门口有序排队。教职工为学生们依
次测量体温后，学生有序进校。当
天早上，学校组织开展了“欢迎快
闪”“街舞表演”“福牛送惊喜”等活
动，欢迎学生返校。

值得一提的是，“福牛送惊喜”
活动是由该校生肖属牛的教职工身
穿象征“福牛”的衣服，为学生发放
装有“图书角管理员”“形象监督
员”等卡片的乾坤袋，让学生发扬
主人翁精神，缓解学生因开学出现
的焦虑情绪。“哇！课本管理员。”
其中一名学生打开乾坤袋发现“公
共课本管理员”的卡片后欢呼雀
跃，与同学们分享喜悦。据悉，为
欢迎学生重返校园，学校在开学前
一个月就着手策划了返校活动，希
望学生们能受“牛”文化的浸润，在
新的学期当勤劳、礼貌、儒雅的“孺
子牛”。

据该校副校长宋斌麒介绍，开
学前，该校组织班主任走访排查校
园周边500米范围内的交通安全隐
患及涉黄、涉暴、涉赌等社会问题，
并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为同学
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市一中：
分享快乐 避免“开学

综合征”

“这些是我春节期间拍的风光
照片”“假期我学会了游泳”“我假
期长胖了 8 斤”……在市一中的教
室里，学生们轮流上讲台分享假期
的快乐时光。

“目前是下学期，学生的考试任
务较重，很容易出现心理负担。”市
一中行政办公室主任龚祚奎表示，
开学第一天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做好
心理辅导，通过让学生分享假期生
活和规划学习目标，使其有一个良
好的心态面对新学期，避免产生

“开学综合征”。
课上，班主任还给学生们讲解

安全知识、疫情防护以及校园相关
规定。

据悉，目前市一中已返校学生
4391人。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校长寄语 让学生“收心”

迎着晨曦，升旗仪式拉开了海
南中学三亚学校开学典礼的序幕，
3600 余名学生、300 余名教职工在
操场上整齐排列，满满的仪式感

……开学典礼开启了师生们的新学
期。

开学典礼上，海南中学三亚学
校执行校长张光宁寄语学生们，要
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和大好的时
光，发扬顽强拼博、不怕困难、敢于
竞争的精神，为实现人生目标而努
力奋斗。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每个学期
开学都举办开学典礼。”该校常务
副校长周国仲表示，举办开学典礼
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激励同学们，
也是为了让学生收心，以最好的状
态投入到学习中。

开学典礼结束后，学生韩承桦
说：“新学期，我将以饱满的学习热
情，争取中考取得好成绩！”

记者从多所学校了解到，开学
第一天，学校广泛开展以安全教
育、疫情防控、法律法规知识为主
题的课程、主题班会等活动，增强

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与校园安全知
识。

据悉，2月 22日，三亚 158所普
通中小学，220 所幼儿园，1所特殊
教育学校全部开学。开学一周前，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开始
进行返校健康申报，截至当天，全
市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健康申
报率达到 100%，确保了师生员工
健康、平安、有序返校。此外，市教
育局联合相关部门组成检查小组，
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就疫情防控、
开学准备、校园安全、教学安排等
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开学前，各学校分别开展了一
次应急演练、一次安全大检查、一
次爱国卫生运动。用“归零心态”
做好疫情防控、校园安全、心理健
康工作，摸清返校师生教职员工底
数，做好人员管控、场所管控、物资
储备。

2 月 22 日上午，三亚市第九小学，学生表演街舞欢迎同学返校。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三亚各中小学幼儿园以不同方式迎接新学期

跳街舞送福袋 牛年开学有点“牛”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冯谋瑞）2月 22日，在中小学校开学
之际，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第四支队组织所属海岸派出所民
警，开展新学期“第一堂普法课”进
校园活动，为辖区中小学校园近
2000余名师生送上了生动、有意义

的法制教育“套餐”。
在三亚鲁迅中学，红沙海岸派

出所民警通过梳理近年来辖区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采取以案
讲法、以案学法等方式，为学生们
讲解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常见问
题，以及如何约束自我、加强自我保

护等法律知识，引导广大师生知法
守法，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不仅要提升广大师生的
法律意识，还要加大对校园安保
人员的培训以及装备的检查，提
升 校 园 应 对 突 发 事 件 的 处 置 能
力。”三亚后海海岸派出所所长吴

育王介绍。
在三亚海棠区藤海小学，民警

给学校安保人员示范警用器械的正
确使用方法，指导他们正确处理突
发事件，还重点检查校园的监控系
统和安全设施建设，确保辖区中小
学校园的安全稳定。

三亚海岸警察送法进校园 引导师生知法守法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 通 讯 员
钟泽亮）2 月 18 日下午，在三亚铁警
及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名
坐动车睡过站且与家人失联的 14岁
少年回到了琼海家中。

2 月 17 日晚 11 时 30 分许，海口
铁路三亚车站派出所接客运部门电
话求助：有一名少年乘动车坐过站，
因太晚无车送回，请求帮忙处理。

民警了解到，该少年名叫小坤，
今年 14 岁，琼海市石壁镇人。当天
晚上，其与哥哥乘坐海口东到琼海的
动车，因哥哥买的是无座车票，所以
没有和他在一起。车到琼海站后，小
坤因睡着没来得及下车，最后坐到了

三亚站，他的身上没有手机也没有
钱，同时也没有家人的联系电话。

了解情况后，民警通过当地辖区
派出所找到其父亲的联系方式，但拨
打过去语音提示电话已关机。由于
时间太晚，民警决定先将小坤送去三
亚救助站安置。在将其送去救助站
前，民警潘虹担心小坤肚子饿，还给
小坤拿了一些零食。

2月18日早上，民警联系上小坤
叔叔，并将小坤叔叔的电话告知救
助站。当天 14 时许，市救助站工作
人员开车将小坤送到琼海市救助
站，其家人也提前赶到，随后将其接
回家中。

坐动车睡过站与家人失联
相关部门帮助14岁少年回家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天涯派出所在例行
检查工作中，依法查处一起未如实登
记入住旅客信息案件。

2 月 16 日 9 时许，根据天涯分局
天涯派出所的工作部署，该所民警对
辖区旅馆旅租业进行例行检查。在
例行检查工作中，民警发现天涯某海
景旅租未如实登记入住旅客信息，现
场将旅租前台工作人员林某繁和旅
租负责人林某查获。

经查，2月15日4时许，两名旅客
到天涯区马岭居委会马岭街天涯某海
景旅租内入住701房间，但旅租前台工
作人员林某繁仅对其中一名旅客按规
定登记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便
让这两名旅客入住。经询问，林某繁
如实陈述对住宿旅客不按规定登记姓
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三亚警方依法对
林某繁处500元罚款并责令整改。

未如实登记入住旅客信息
一旅租工作人员被罚款500元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记
者从三亚警方获悉，一男子因乱扔烟
头，引发了火灾。根据相关法规，警
方依法对其予以行政拘留15日。

2 月 15 日 13 时 46 分许，天涯分
局河西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报
称：新民街某号楼有很大烟雾，好像
着火了。接报后，该所民警赶到现场
处置。同时，天涯区消防救援大队也
火速赶到现场。

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时，发现楼内浓烟弥漫，于是迅速疏
散楼内居民，并很快将火扑灭，事故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之后，天涯区消
防救援大队经过调查，发现起火原因
为烟头引发。

警方经过调取监控视频查看，发
现宋某具有重大嫌疑，于是传唤宋某
到派出所调查。

警方查明，宋某当天在新民街某
号 2楼仓库抽烟后，随手将烟头扔在
仓库地板上踩一脚，然后便离开了现
场。因烟头没有完全熄灭，引燃仓库
内放着的纸箱等易燃物品，导致火势
蔓延整个仓库。

经询问，宋某如实交代其过失引
发火情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相关规定，三亚警方依法对宋某予以
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500 元。目
前，宋某已被警方拘留，此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之中。

乱扔烟头引发火情
男子被拘留15日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2月21日晚，
在牛年春节长假结束的第一个双色球开
奖日，一位幸运彩民在三亚投注站中得1
注奖金高达895万元的一等奖。

“中奖彩票是花10块钱买的一张
机选双色球彩票！当时听说有人在
我们这里中了这么大的奖,特别开
心。”天涯区海润路福彩46020274号
投注站店长盛雪告诉记者。

据了解，当晚双色球 21017 期中

奖号码为红球：09、15、18、29、32、
33，蓝球：02。全国共中出一等奖 6
注，其中的一注“花落”海南三亚市天
涯区海润路6号，第46020274号投注
站，中奖彩票是一张机选的双色球彩
票。当期开奖后，双色球的奖池资金
累计879807720元。

据悉，兑奖有效期为2021年 2月
2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2 日，大奖得主
快去海南省福彩中心兑奖吧！

三亚一彩民花10元喜中89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