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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民族团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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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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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府规〔2020〕2 号

▲中铁十二局集团承建的
新大保隧道工程。

◀ 2 月 24 日，工人正在有条
不紊地施工。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符府）二
月鹿城，春意盎然。在“利用海南
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
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
造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开行公
交化列车化改造工程项目）工地
上，机械轰鸣，戴着安全帽、口罩
的施工人员正铆足“牛”劲忙碌着
……

管理团队与工人拧
成一股绳保工期

2 月 24 日下午，记者在开行
公交化列车化改造工程项目的重
要项目点新大保隧道项目工地看
到，数十名工人正给隧道进行二
衬台车定位浇灌混凝土。

“打眼、爆破、出渣、二衬台车
封膜……各项工序正循环有序开
展着。”该项目工区长王加红介
绍。

据悉，“新大保隧道”全长760
米，目前已掘进 238.8 米。在保证
工人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时，采取各
工种连班倒机制，24小时不停工，

以确保今年6月主洞正式贯通。

“‘5+2’‘白+黑’是我们的工

作常态。项目管理团队与工人从

去年 11月进场到现在，一直没有

停工。”新大保隧道项目部副经理

卢俊涛表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相信一定能如期将主洞贯通。

春节前，新大保隧道项目管理
团队以身作则，放弃了春节假期。
通过与工人谈心，拿出“真金白银”
发放补贴等方式，发动各工种 79
名工人春节期间留在工地继续开
工。卢俊涛说：“与工人交朋友，用
团队精神感化他们，用真心、真‘薪
’留住他们，既保障工人们的权益，
也保证工程顺利开展。”

“春节留在工地，一方面是想
为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工程
早日竣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
多赚些钱。”来自四川、去年 11月
以来就一直奋战在工地一线的浇
筑工人李全科笑着说道。

“保质量、推进度，我们想尽
一切办法与时间赛跑。”现场项目
管理人员说。为了便于项目管理
人员与施工工人沟通对接，确保

工程质量达标，临建指挥部板房
就设置在隧道洞口附近。记者在

指挥部看到，项目规划、任务节

点、人员部署表均整齐摆放在办
公桌上，每个节点的任务细化到
各负责人和具体时间。项目业主
方三亚铁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王喜也常常来到这里，
与施工单位跟进项目最新进展，
确保项目进度“不掉队”。王喜
说：“作为业主方，紧盯时间节点，
时刻了解施工进程，既是对施工
单位的一种‘鞭策’，也推动双方
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确保项目
工程如期完成。”

项目将于 2022 年
底竣工通车

根据规划,海南西环三亚(含)
至乐东岭头(含)正线长 108.78 公
里，其中利用环岛铁路西段 74.11

公里，利用西环货线增建二线
23.79 公里。全线设岭头、尖峰、
黄流、利国、乐东、龙栖湾东(暂缓
建 设)、镇海、崖州、崖州湾科技
城、南山北、红塘湾、天涯海角、凤

凰机场、三亚等 14座车站。其中

岭头、利国、龙栖湾东 ( 暂 缓 建
设)、镇海等 4 座车站为环岛铁路

西段新设车站；崖州湾科技城、红

塘湾等 2座车站为西环货线新设

车站；其余为既有车站。

目前，新设车站中，崖州湾科

技城、红塘湾车站已经进行征地

拆迁、地面清表和站场软基处理

等工作。

记者从项目业主方三亚铁路

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获悉，开行公

交化列车化改造工程项目先行开

工段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开工建

设，项目全线于2020年 11月开工

建设。目前，由中铁十二局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的站前 1标新大保

隧道全长 760 米，截至目前施工

完成正洞掘进 238.8 米；新菠箕岭

隧道全长 385 米，目前施工完成

正洞掘进 48.2 米。由中铁十局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南三亚至乐
东铁路改造工程站前 2标于今年
2月 3日首桩开钻，正式进入实质
性施工阶段。

运营后将极大方便群
众游客出行

据悉，开行公交化列车化改
造工程项目将于 2022 年底全面
竣工通车。项目设计列车最小行
车间隔为5分钟，设计时速160公
里或以上标准动车组 15组，采用

“西环高铁城际列车大站直达+市
域列车站站停”的混跑模式，建成
运营后，将极大地方便群众和游
客出行。

项目将完善海南西部交通基
础设施，有利于推动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快速发展，带动三亚至乐东
沿线景区“高质”“高量”开发。同
时，实现沿线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化

运营。

“届时三亚、崖城、龙栖湾、龙

腾湾、龙沐湾、尖峰岭等地将连成

一片，有助于打造一条亮丽的旅游

风景线，对海南旅游业发展将起到

极大的促进作用。”王喜说。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项目：

将带动沿线景区“高质”“高量”开发

早上 7 点，早餐都没来得及吃
上的许大根赶到集合点，带着记
者一行出发前往三亚动车站。

“2 月 20 日 Z201 次，目前预计
8:12 到达，下车人数 296 人。”负
责人提前一天在群里发了通知。
这天只需要 6 名志愿者，但如往常
一样，实到人数总是“超员”。大
家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说着笑着，
如家人般亲昵。领队张越招呼着
队员领口罩、手套。她和姐姐张
青 2012 年从黑龙江来三亚，留在
了这座她们眼里非常温暖、非常
美丽的城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为三亚市红十字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的队长的许大根，身上
的担子并不轻松。为了不影响本

职工作，他经常早上 4 点多就起
床，5 点就到动车站，凌晨一两点
还在记录团队一天的活动。“我们
队长做事雷厉风行，时间观念很
强，经常跟我们说要实实在在为社
会做事。”队员张越说，许大根经常
把自己的备用口罩送给没有口罩
的旅客，细致耐心地帮助老年旅客
申请健康码，为行李多的旅客提送
行李。“当然有觉得累的时候，但队
员们之间会相互鼓劲，让我有了
坚持的动力。”许大根说。

说话间，车到站了。熙熙攘攘的
人群在志愿者引导下有序地出站。

“你到底懂不懂，不要耽误我
们时间。”“凭啥她一个人让我们
全部人都在这等着啊？”经过一段

长长的火车旅程的旅人，耐心已
经被消磨大半。偶然出现的机器
故障更让人群躁动不安。“别着
急，大家都能出去。”面对这种情
况，志愿者们选择耐心解释。张
越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遇到
个别旅客的过分行为也会难过，
但大部分旅客会理解配合并表示
感谢。

从记录资料里记者看到，2020
年 1 月 30 日以来，这支志愿队累
计组织 3000 余人次、开展了火车
站、机场新冠疫情防控宣传，协助
社区卡点疫情防控，为援鄂归来医
疗队员理发，献热血助防控，向受
疫情影响的建档立卡户购买农产
品及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捐款等志

愿服务活动 290 余次，是三亚市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最早、次数最多、
累计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支志愿服
务队伍。

2020 年 1 月 31 日，许大根组
织 110 余名志愿队员向三亚市红
十字会捐款 15100 元，用于抗击新
冠疫情。在获知受疫情影响，海
南省血液库存量明显下降，影响
临床患者救治后，2020 年 2 月 23
日，许大根组织 26 名志愿队员参
与献血，并第一个献出 400ml 全
血，累计有 20 人献血成功，累计献
全血 5100ml，血小板 5 个治疗量，
是全市疫情防控期间第一个组织
献血的志愿队伍……在疫情最严
重的时候，许大根和他的团队始

终坚持在动车站这一疫情防控最
危险的地方开展志愿服务。今年
春节，这些志愿者们也放弃休息，
放弃和家人团圆的机会，除夕夜
里还在动车站坚守着，迎接远方
到来的旅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
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
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之中去。”许大根一直把雷锋日记
中的这段话当作“座右铭”。志愿
队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许大
根说：“我想一直把这件事坚持下
去。因为能实实在在为社会做点
贡献，我觉得是对的。”

市红十字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守护一座城 温暖一方人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在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进校园的进程中，育才中心学校依
托育才生态区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努
力打造黎族苗族文化特色学校，先后开设黎锦
苗绣、竹竿舞、说写黎文、黎族苗族少儿歌曲传
唱、黎族文化简史、黎族优秀民间故事、黎族陶
艺等特色课程。

发展体育事业，增强师生体魄，塑造全面人
才。近年来，三亚各学校紧扣“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坚持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进校园，切实提高师生民族团结意识，
取得了明显成效。日前，记者走进三亚市育才
中心学校看到，校园文化墙上的彩绘丰富多
彩，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黎族的民风、民情和民
俗。

自办学以来，育才中心学校坚持以“每天运
动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的体育理念，坚持开展学生大课间活动、冬季
长跑活动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一年一届的
田径运动会，将全区的黎苗山娃、运动健儿集
结起来，开展各项体育项目的比赛。

师生们在体育活动中体会到“我运动，我健
康，我快乐，我成长”之趣，提高了体育锻炼意
识、增强了体魄，为快乐学习、健康工作、幸福
生活，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认真落实“健康第
一”教育理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这里大部分的同学和老师都是少数
民族，各项民族团结创建活动，有助于大家团
结互助、共同进步、互相帮助，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育才中心学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民族团结创建活动进校园
和谐之花遍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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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 59

海棠湾 8

71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8

66

鹿回头

67

668亚龙湾

----创意新城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24 日 16:00 至 25 日 16:00）

--

君悦子站 11 63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9 72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