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编辑：高雯 美编：顾佳泉06 Focus 关注

过年改放电子鞭炮，网店月销量过千

今年，北京、天津、上海、
西安、合肥、长沙等不少城市
均采取禁放、限放烟花爆竹等
举措，或者对原来的措施进行

“加码”。据统计，截至目前，全
国4个直辖市和27个省会城市
中的25个城市均采取了烟花
爆竹禁放、限放措施。

据2017年公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已有444个城
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中省
会市10个、地级市91个、县(市)
343个；764个城市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其中直辖市4个、省会
市15个、地级市174个、县(市)
571个。全国采取禁放、限放措
施的城市比2015年分别增加了
306个、228个。 据《济南日报》

全国444城市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记者 刘紫薇

《济南市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实施已经有一个月，
截至1月3 1日，济南
市共查处烟花爆竹
案件13起，其中，违
规燃放的有12起，在
这12起案件中，因开
业而燃放的有4起，
因结婚而燃放的有3
起，这两种加起来约
占总数的58%。

今年1月1日开始，济南“禁
鞭令”正式施行，绕城高速内全
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截
至1月31日，“禁鞭令”实施满月，
济南市共查处烟花爆竹案件13
起，其中，违规燃放的有12起，当
事人被处以100-500元不等的罚
款；非法运输的有1起，当事人
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

很多当事人都知道“禁鞭
令”，但仍存在侥幸心理选择放
鞭炮图喜庆，最后被抓到罚了
钱。在查处的12起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的案件中，因店铺开张燃
放的有4起，因结婚燃放的有3
起，另外还有因开工装修、庆生
等其他原因而违规燃放的情
况。“一开始觉得放一挂鞭炮不
碍事，真正罚到自己身上才知

道事情的严重性。”济南“禁鞭
令”实施后，绕城高速内第一起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当事人金
某一开始声称自己不知道不能
放鞭炮，在民警的再三询问下
最后终于承认，自己其实知道

“禁放”的规定，但因为服装店
开业想冲冲喜，心存侥幸放了
挂鞭炮，没想到被罚了100元。

放完鞭炮清扫完现场，被
发现后也会处罚。1月13日，济南
高新区舜华路派出所辖区内一
所门诊开业，老板李某为图个
吉利燃放了一挂约1000响的鞭
炮，并赶紧清扫了现场。民警接
到举报赶到后，在现场几近缺
失的情况下进行调查，面对民
警的询问，李某最后承认了自
己的违法行为，交了150元罚款。

12起违规燃放当事人，都存侥幸心理 6起违规是被群众举报，举报人共获600元奖金

为鼓励市民对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的行为进行监督，济南
市公安局推出了有奖举报机
制。1月26日，济南市公安局商河
分局许商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燃放烟花爆竹，经过调查
取证，原来当日杨某因弟弟结
婚而燃放了两箱“礼花弹”，因
此领到200元的罚单，举报群众
则获得了相应的奖金。“在查处
的13起案件中，有6起是通过群
众举报查获，目前已经有4人获
得了奖励，共计600元。”济南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二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娄元刚介绍。

除了公安部门对违规人员
进行罚款处罚，各居委会、物业
也会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
为及时劝阻。1月中旬，在济南市

龙奥北路某小区，因为搬家准
备燃放鞭炮的李女士，最终被
物业公司人员阻止。“小区内已
经挂上了‘禁放’的条幅，电梯
里也都贴了规定，如果有放鞭
炮的，我们会及时劝阻，劝阻不
了的会上报公安部门。”该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说。

“春节期间是燃放烟花爆
竹的重点管控时期。”济南市公
安局工作人员说，公安机关将
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大年三十
至正月初一、正月初四至初五
以及元宵节这几天全天实行一
级管控，出动一半警力，定人、
定点、定时巡查，在农历腊月至
元宵节期间，实行二级禁放管
控，尽量杜绝燃放烟花爆竹的
行为。

安徽省合肥市从今年1月1
日起正式实施《合肥市燃放烟
花爆竹管理规定》，全面禁燃
禁放烟花爆竹。针对保持年俗
传统的热情、有燃放烟花爆竹
习惯的居民，尤其是观念一时
改不了的老年人，合肥市蜀山
区荷叶地街道嘉和苑社区专
门购买了一批电子鞭炮，在社
区大厅设置电子鞭炮借用点，
免费提供给有婚丧嫁娶燃放
爆竹需求的居民。

每个有需求的社区居民
也可凭身份证登记领取一件
电子鞭炮，对于已经购置传统
烟花爆竹的居民，可凭5件鞭
炮兑换一件电子鞭炮。此外，
该社区还利用微信公众号、网
站、电子显示屏、横幅等平台，
宣传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鼓
励居民禁燃，及时举报、制止
燃放烟花行为。据《合肥晚报》

合肥：

社区设点
免费提供电子鞭炮

济南“禁鞭令”满月，抓住12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开业结婚图喜庆变“吃”罚单

□记者 刘紫薇

临近过年，在严格的“禁鞭
令”下，有市民觉得不放点鞭炮
总是少点年味儿。有没有什么方
式可以代替放鞭炮？记者走访市
场发现，市面上电子鞭炮、礼花
筒等一些鞭炮替代品销量翻倍，
网店上的电子鞭炮月销量已经
破千。

电子鞭炮等替代品

意外走俏

在济南“禁鞭令”的推动下，
电子鞭炮已经悄然进入市场销
售。1月29日，记者来到济南市槐
荫区西市场，看到不少商家在店
铺醒目的位置，悬挂了电子鞭炮
进行销售，有的商家为了招揽顾
客，特地调出了鞭炮声。

由于市场上的电子鞭炮材
料和造型不同，单串的售价在25
元至200元不等。市面上的电子
鞭炮，在室内使用可接照明电，
也可使用电池挂在室外。“今年
来问电子鞭炮的顾客多了起来，
这种电子鞭炮通电后彩灯会闪
烁，打开开关，就能播放出爆竹
燃放的声音，不通电的时候挂在
家里也能当装饰品，有的电子鞭
炮还可以调整音量大小。”在济
南市槐荫区西市场销售电子鞭

炮的王女士说，因为不能放鞭
炮，顾客也有需求，今年就进了
大批的电子鞭炮，销量挺好。记
者搜索网店发现，网上的电子鞭
炮种类多样，不少商家的月销售
量已经破千。

“过年没了鞭炮声，就觉得
没气氛，虽然电子鞭炮模仿了鞭
炮声，但感觉还差点儿事。”在西
市场挑选电子鞭炮的徐先生说，
听说有种无烟烟花，不知道能不
能放，也不知道去哪儿买。

无烟烟花是否真的无烟？
“无烟烟花、环保烟花也不允许
燃放，所谓无烟、环保只是因为
燃放的烟少，是商家售卖的噱
头，实际上仍然污染环境。”济南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二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娄元刚介绍，电子鞭炮
不受“禁鞭令”限制，但对警方执
法存在一定的干扰。

结婚多用火焰礼炮、

礼花筒替代烟花爆竹

近日，济南市民政局发出倡
议，希望新人朋友能够做到文
明、低碳办喜事。“不放鞭炮，婚
礼、庆典中喜庆的气氛就会变淡
了。”即将结婚的刘女士说，她正
跟婚庆公司沟通用什么可以代
替鞭炮在婚礼时烘托气氛。

“在过去，中式婚礼用民乐
队，西式婚礼用西洋乐队，结婚
也可采用音响设备或请一些乐

队来为婚礼助兴，或采用火焰礼
炮、踩气球、手持礼花筒等方式，
既环保又节省开支。”山东省婚
礼庆典行业协会会长李全德介
绍，火焰礼炮和手持礼花筒都是
以气体为发射动力，使纸花从筒
内喷出，不含火药，不会污染空
气。“火焰礼炮喷出的是彩色纸
条和纸花，除南郊宾馆、舜耕山
庄、山东大厦这三个地方不能使
用外，现在结婚开业基本上都能
够代替鞭炮使用。”李全德说。

火焰礼炮可以在礼仪公司
租用，皇家礼炮一天的租金约
200元，而手持礼花筒在市面上
就能买到。市场上的手持礼花筒
长短不一，价格也不同，一个礼
花筒在6-12元之间。“手持礼花
筒最近卖的挺火，比往年销量能
好个两三倍。”在济南市槐荫区
西市场销售节庆用品的老板说，
礼花筒除了新人结婚时使用，过
年买来玩一玩也挺喜庆。

此外，一些妙趣横生庆祝婚
礼的方式也随之产生。1月27日
上午，在德州一场婚礼上，新人
的几位亲友放“嘴炮”模仿鞭炮
声，为婚礼烘托气氛。还有的婚
礼上采用氦气球放飞连心锁，寓
意新人永不分开。“没有鞭炮反
而因增加了互动和文化内涵，喜
庆气氛更显浓烈了。”李全德说。

▲

当事人指认烟花爆竹燃放现场。（济南警方供图）

济济南南市市民民违违规规燃燃放放烟烟花花爆爆竹竹的的视视频频截截图图。。（（济济南南警警方方供供图图））

市市场场上上可可以以买买到到电电子子鞭鞭炮炮、、礼礼花花筒筒。。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为验证烟花爆竹燃放后
的污染物对空气质量的危害
程度，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曾通过燃放一挂2000响的爆
竹，借助手持式颗粒物监测仪
实时监测燃放前后空气中各
项污染物浓度。

测试结果表明，燃放前区
域空气中细颗粒物(PM2 . 5)浓
度为0 . 088微克/立方米，可吸
入颗粒物(PM10)浓度为0 . 16微
克/立方米。燃放后细颗粒物
(PM2 . 5 )瞬时最高浓度值达
9 . 22微克/立方米，为燃放前的
1 0 0倍以上，可吸入颗粒物
( PM 1 0 )瞬时最高浓度值达
13 . 35微克/立方米，为燃放前
的80倍左右。“烟花爆竹的主
要成分为木炭粉、硫磺粉和其
他金属粉末，迅速燃烧会释放
出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
其它颗粒状污染物，短期内难
以彻底净化或扩散。”济南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自动科
工作人员表示，燃放烟花爆竹
会直接导致空气质量状况严
重下降。 据舜网

一挂2000响鞭炮

致PM2 .5飙升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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