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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燃放活
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
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燃放、
经营的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区 （市） 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总责，应当
加强对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
协调相关重大事项。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本辖区内
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的宣传引导和督促工作，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并将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范围。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共
安全管理工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经营的
监督管理工作。

教育、民政、司法行政、国土资源、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商行
政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环境保护、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
法做好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
织开展依法燃放

烟花爆竹宣传活动，并在重大节日、重污染
天气期间加大宣传力度。

相关部门单位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婚姻登
记、户籍登记、产权登记等业务以及提供殡仪服
务时，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开展依法燃放烟花爆竹
的宣传活动。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依
法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

教育部门及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依法燃放烟

花爆竹知识的普及教育。
村 （居） 民委员会、社区和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配合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燃放烟花爆竹
管理的有关工作，加强对村（居）民、业主的宣
传教育。

鼓励网络媒体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者、发布
者开展依法燃放烟花爆竹和移风易俗的公益宣
传。

第六条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遵守本规定负有
教育和管理的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在其监护人或者其他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下进行。

第七条 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志愿者参与
依法燃放烟花爆竹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违法燃放、经营烟花爆竹
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当对
举报人员予以保密。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八条 燃放烟花爆竹应当按照燃放说明，
以正确、安全方式燃放，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得将点燃的烟花爆竹向行人、车
辆、建筑物、地下管线投射、 抛掷；

（二） 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或
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三） 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和影响
交通秩序；

（四） 不得采用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

第九条 禁止在下列场所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 车站、飞机场等交通枢纽，高速公

路、高架路、立交桥以及铁路安全保护区；
（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场所；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
（五） 党政机关办公场所、医疗机构、幼儿

园、中小学校、福利院、敬老院；
（六）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七） 商场、集贸市场、风景名胜区、公

园、室内公共娱乐场所、公共文化设施；
（八）高层建筑物、地下建筑物；
（九） 区 （市） 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

场所。
前款规定的场所地点，区（市）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相关经营管理单位或产权单位设置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警示标志，并做好安全提示和防范
工作。

枣庄矿业集团所属单位的生产区、办公区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场所由枣庄矿业集团确定后上报
市政府主管部门。

第十条 除第九条规定的场所外，区 （市）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划定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燃放烟花爆竹，不得影响单位和
其他居民的生产、工作、学习和休息。除农历除
夕夜外，城镇在二十二点至次日六点，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

在禁止燃放区域内，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
三、除夕至正月初三和正月十五可以燃放烟花爆
竹，其他时间禁止燃放。区（市）人民政府应当

确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时间，并向社会公布。
重污染天气期间，本市行政区域内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重污染天气由市政府
依据环境保护、气象部门的预警报告确定，并向
社会发布。

市、区（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的实际
情况，可以对第十条区域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时间视情向社会征求意见后予以调整，并向社
会公布。区（市）人民政府在调整发布前，向市
政府报备调整修改情况。

第十二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允许
燃放时间内，允许个人燃放标注“个人燃放类”
的烟花爆竹。

禁止燃放礼花弹和A、B级组合烟花，禁止燃
放未达到《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
2013）标准生产的及非法生产、销售的烟花爆竹。

第十三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其他组织对本单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负监管
责任，发现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要予以劝
阻。

第十四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物
业服务企业应当督促业主遵守本规定，并做好燃
放安全提醒和相关防范工作；对物业管理区域内
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提示和劝阻，劝阻
无效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承办婚庆、典
礼等服务的酒店、宾馆、婚庆公司等经营单位，
应当告知消费者不得违法燃放烟花爆竹；对违法
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告知和劝阻，劝阻无效
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对不履行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职责的单位，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规定，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在燃放烟花爆竹后，有关单位应
当及时妥善处理燃放残留物。

第十六条 在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区域内，
禁止批发烟花爆竹；春节期间零售点，应当严格
按照有关许可时限在规定区域内销售，禁止超区
域超时限零售烟花爆竹。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市、区 （市） 人民政府根据公共
安全需要，可以对烟花爆竹购买者采取实名制登
记等安全管理措施。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应当健全烟花爆竹流向登
记档案。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在经营
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安全警示标志。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时间、地点和区域或者以禁止的方式燃放烟
花爆竹的，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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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
或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对烟花爆竹监管
具有法定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燃放烟花
爆竹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参照区（市）人
民政府做好辖区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3年2月8日。

枣庄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

春节将至，烟花爆竹进入营销旺季，为加强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严厉打击取缔非法生产、运
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违法犯罪活动，根据

《安全生产法》、《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山东省烟花爆竹销售许
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特通
告如下：

一、经营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区
安监部门申办《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交
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
理相关证照，实行一户一证，不得转让、买卖、
出租、出借《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任何
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经
营业务。凡未经安监、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
门批准擅自经营的，一律予以取缔、没收。

二、凡经批准经营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经
营活动，严禁销售违禁产品。购进烟花爆竹必须

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身份证到我区
辖区范围内正规的批发企业进货，并在《烟花爆
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指定地点销售，严禁走街
串户销售。上市销售的烟花爆竹，必须贴有安监
部门专门印制的防伪标签，否则一律视为非法经
营并予以没收。

三、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非法生产、
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尚未构成
犯罪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
治安处罚。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

擅自承办焰火晚会进行燃放烟花爆竹的活动。
四、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以及公安部有关规定，对非法制造、买
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烟火药或黑火药为原料
的烟花爆竹 （包括成品、半成品、引线等），其
中烟火药数量达到三千克或者黑火药数量达到一
千克以上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
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非法携带发射药、黑火药五百克以上或者
烟火药数量一千克以上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
具，危及公共安全的，或者数量虽未达到上述标

准，但拒不交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携带的数量虽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
准，但能够主动、全部交出的，可从轻处理。

五、凡有违反本通告行为或者有非法生产、
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对拒不投案自首或继续从事上述违法犯罪活动
的，将依法严惩。

六、春节前后，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区
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将成立联合检查组，按照
职责分工，对烟花爆竹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安全

检查，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的违法犯罪活动。

七、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向安监、公安、市
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举报涉及烟花爆竹违法
犯罪活动的线索，对举报人信息将严格保密。凡
对举报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并经查证属实的给
予 2000 元奖励；对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的，依法从严惩处。

举报电话：
枣庄市市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314889
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
3657500 3657630
枣庄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089126 3399315
枣庄市市中区城市管理局：3172111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制贩烟花爆竹违法犯罪活动
的通告

“三下乡”送福利！
——我区2018年度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撷影

本报记者 郭丹

2 月 12 日，我区 2018 年度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西王庄镇

大集正式启动。区卫计局、区妇联、区

科协、区司法局、区卫计局、区农业局

等 10 多个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向群众

普及文化、科技、卫生知识，传播文明

新风，丰富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区文广新局服务台前，许多

群众都在排队拿春联，该局组织的

多位书法家当天一共为群众送出了

200多幅春联，300多个福字。

伴随着歌舞《阳光的祝福》，市艺术剧院

文艺演出拉开序幕。歌舞、戏曲、小品等形式

多样的演出，赢得了百姓的阵阵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