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号 

 

 

《宣城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已经 2018 年 4 月

17 日市人民政府第 1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市  长 

 

                            2018 年 5 月 31 日 

  

  

 

 

 

 



 

 

宣城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保护和改善环

境，防治大气和噪声污染，维护公共安全和城市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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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宣城市城市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宣城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为：水阳

江、沪渝高速、敬亭山（含敬亭山风景名胜区）合围区域，

以及向阳大道（至青弋江大道）、响山路（至青弋江大道）、

薰化路（至青弋江大道）、宝城路（至青弋江大道）、日新路

（至青弋江大道）、阳德中路沿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

小区。 

根据城市发展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需要，市政府应

当及时调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界限，并向社会公

布。 

第三条  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在禁放区域内

燃放烟花爆竹。 

第四条  禁放区域外的下列地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

保护区；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 

（五）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 

（六）山林、草原、苗圃等重点防火区； 

（七）重要军事设施安全保护区； 

（八）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

点。 

第五条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原

则。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宣城敬

亭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管委会

应当履行主体责任，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组织领导和宣传发动。 

第六条  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是燃

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法查处流动兜售烟花爆竹摊

点以及燃放烟花爆竹残留物破坏环境卫生、毁坏城市绿化和

市政设施等行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 

工商质监、环保、住建、教育、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负责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管理工作。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做好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和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是本单位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做好本单位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相关管理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协助做

好本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摸底排查、信息

上报、引导劝阻、发现举报和配合执法等工作。 

第七条  在禁放区域内，禁止批发、零售、非法储存烟

花爆竹。 

第八条  在禁放区以外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必须依法取

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或零售)许可证》。 

烟花爆竹的批发企业应当如实记录烟花爆竹经营信息。 

第九条  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和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根据本规定第六条的职能分工，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十条  燃放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十一条 对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并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予以查处。 

第十二条 监护人应当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和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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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公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等部门应当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协调处理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中负有职责

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由所在单位或纪

检监察机关依法依纪给予处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主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

委，市中院，市检察院，宣城军分区。 

  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31 日印发 

 



 

 

 

 

办〔2018〕68 号 

 

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  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宣城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领导组的通知 

 

宣州区委、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了加强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领导，保障《宣城

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贯彻实施，及时协调、解决禁

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同意，成立宣

城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严  琛  市委副书记 

副组长：汪谦慎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爱国  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 

        田扬畅  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刘家和  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成  员：李建国  市政府副秘书长 

汪  侃  宣州区委副书记、区长 



 

 

夏元利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市建设办主任 

许  斌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刘国平  市教体局局长 

            曹国宏  市民政局局长 

施怀中  市环保局局长 

盛  浩  市住建委主任 

吴方明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周小红  市旅发委主任 

孔祥斌  市安监局局长 

刘富贵  市工商质监局局长 

高捌玲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 

张旗会  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 勇  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刘维刚  市敬亭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洪斯明  市供销社主任 

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具体负责落实领导组各项

工作部署。李建国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许斌，市文明市建设办常务副主任梁能文，市环

保局副局长王义兵，市安监局副局长隋成彬，市城管执法局

副局长汪晓明同志为办公室成员。 

 

 



 

 

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     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3 日 

 

 

 

 

 

 

 

 

 

 

 

 

 

 

 

 

 

 

 

 

 

 

 



 

 

 

 

                                                         

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4 日印发  

公    告 
 

一、根据宣城市人民政府令第 2 号，宣城市区一律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包括春节期间）。 

二、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在宣城市区批发、

零售和储存烟花爆竹。 

三、在市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将由公安机关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燃放人处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宣城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组 

 

 

 

 

 

 

 

 



 

 

 

 

 

宣  传  口  号 

 

1、春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从重处罚！ 

2、祝节日快乐，请春节期间不要燃放烟花爆竹！ 

3、春节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4、春节禁放要牢记，违规燃放必严处！ 

5、禁放烟花爆竹，共享碧水蓝天。 

6、市区禁止买卖烟花爆竹。 

7、市区禁止燃放、销售烟花爆竹，请市民自觉遵守。 

8、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减少

环境污染。 

9、严禁运输、携带烟花爆竹进入禁放区域。 

10、检举揭发违法燃放、销售、运输烟花爆竹行为是每

一位市民应尽的义务。 

11、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依法从严查处。 

12、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自觉遵守禁放规定。 

13、坚决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14、依法严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坚决维护广大市

民的合法权益。 

15、请不要在市区燃放烟花爆竹。 



 

 

16、自觉遵守禁放规定，不放烟花爆竹，做文明宣城人。 

17、遵守禁放规定  争做文明市民！ 

18、禁放烟花爆竹  减少环境污染！ 

19、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创造和谐社区！ 

20、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创造良好学习环境！ 

21、禁放烟花爆竹   共建美好社区！ 

22、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依法予以查处！ 

23、禁放烟花爆竹  倡导文明新风尚！ 

24、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维护公共安全！ 

25、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共创和谐生活环境！  

26、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7、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从我做起！ 

28、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29、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为市民创造安宁的生活环境！ 

 

  

 

 

 

 

 

 

 



 

 

 

 

 

禁放烟花爆竹 共建美好家园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市民朋友们： 

为进一步提升宣城市城市文明程度，防治大气和噪音污

染，维护公共安全，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宣城市区燃放烟花

爆竹管理规定》（宣城市人民政府令第 2 号），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 

根据《宣城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 

     一、宣城市区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包括春节期间）。 

二、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在宣城市区批发、

零售和储存烟花爆竹。 

三、在市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将由公安机关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燃放人处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市民朋友们，燃放烟花爆竹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

俗，但在城市随意燃放烟花爆竹，不仅影响公共安全、污染

城市环境，而且严重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宣城是我

们共同的家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安全与

安宁，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诚

恳地希望您及家人自觉遵守我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在春节期间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移风易俗，践行绿色、



 

 

环保、文明的生活方式，为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做出应有的贡

献。 

      宣城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承  诺  书 

 

为遵守《宣城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宣城市人

民政府令第 2 号）的规定，切实保障公共安全，防止环境污

染，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我愿作如下承诺： 

一、从自身做起，带头执行市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相关规定，自觉做到春节期间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 

二、从现在做起，摒弃陋习，遇婚丧嫁娶或其他重要活

动，告别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教育劝说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共同参与

禁放工作，共同维护安宁、和谐的生活环境。 

四、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制止和

举报，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督查执法。 

本人将严守以上承诺，自觉接受监督。 

 

承诺人： 

2019 年  月    日 

 

 

 



 

 

 

 

 

倡 议 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 

在城市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不仅危害公共安全、污染城

市环境，而且严重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严重影响文

明城市形象。 

根据《宣城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宣城市人民

政府令第 2 号）的规定，市区禁止燃放销售烟花爆竹（包括

春节期间）。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让我们的家园更美

丽、生活更安宁，在此，我们诚挚地向禁放区内各级各类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市民发出倡议： 

一、党员干部带头，自觉遵守禁放规定。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国家公职人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教育本单位的干部职工以身作则，在婚丧嫁娶、开业庆

典、乔迁、生日宴会等活动中，摒弃燃放烟花爆竹的陈规陋

习，教育和引导亲朋好友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 

二、倡导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让我们身体力行，

讲文明、讲公德、讲环保，做《宣城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规定》的忠实执行者，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主动维护

宣城市区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积极投身



 

 

到爱护城市环境的现实行动中来。 

三、善意规劝他人，引领新风正气。全体市民应当积极

履行主人翁义务，做一名倡导文明、引领新风的传播者，善

意劝阻并坚决制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劝阻无效的请

积极举报，凡发现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市民通过拨打

110，向公安机关举报并提供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将予以奖

励。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告别陋习、

崇尚文明、倡导新风，践行绿色文明生活方式，为共建共享

美好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宣城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工作职责 

 

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宣城敬

亭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管委会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履行禁放主体责任，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发动。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居（村）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和物业管理企业根据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宣城敬亭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宣城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区管委会禁放工作安排，做好本区域内烟花爆竹禁放

宣传教育、摸底排查、信息上报、引导劝阻、发现举报和配

合执法等工作。 

公安部门是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主管部门，作为禁放工作

领导组办公室所在单位，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和禁放工作领

导组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 

安监部门负责查处禁放区内未经许可销售烟花爆竹行

为，确保禁放区内无烟花爆竹销售；组织向烟花爆竹经营户

进行宣传，并与其签订《承诺书》，告知其不得在禁放区违

规销售烟花爆竹产品。 

城管部门负责实时采集禁放信息，及时推送至市禁放



 

 

办；对燃放烟花爆竹污染街面行为进行查处；协调禁放区内

相关单位的户外广告牌、LED 大屏滚动播放禁放公益宣传片

和标语；负责利用城管宣传车沿街宣传烟花爆竹禁放规定；

负责向辖区内所有“门前三包”主体宣传禁放规定。 

教体部门负责在校园内张贴《规定》、禁放宣传标语；

负责利用自有电子屏和校园广播滚动播放禁放标语；负责利

用班级 QQ、微信群等宣传禁放规定；负责集中组织禁放规

定宣讲、“小手拉大手”、让家长签署禁放承诺书等活动，实

现辖区内大、中、小学、幼儿园宣传全覆盖。 

住建部门负责在辖区内各建筑工地出入口张贴《公告》

和禁放标语。向各建筑项目负责人宣传禁放规定，做好禁放

相关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向禁放区内各物业公司负

责人宣传禁放规定，并签订《承诺书》、《责任状》，督促各

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宣传、管理工作，要将禁放纳入物业保安

日常工作，把禁放宣传、巡逻、发现、劝阻、举报等作为物

业保安一项重要职责，制定相关考核办法对物业服务企业进

行考核。 

市文明办要协助市禁放办开展禁放工作督查；将禁放工

作纳入文明城市创建考核。 

环保部门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工作，开展烟花爆竹禁

放宣传，并配合执法查处工作。 

交通部门负责在运营的公交车、出租车上滚动播出禁放

公益广告、宣传标语等。在汽车站、火车站以及高速公路入



 

 

城口拉横幅开展宣传等。 

民政部门负责在办事窗口醒目位置张贴《规定》、《公告》

等，向前来办事群众宣传禁放规定，开展宣传和劝阻工作，

引导婚丧嫁娶活动严守禁放规定。将婚丧嫁娶信息第一时间

通报街道办事处，以便街道办事处及时做好入户宣传。 

工商质检部门负责向辖区内餐饮服务行业和婚庆行业

经营者宣传禁放规定，督促其通过签订责任书等方式，约束

各类餐饮经营者遵守禁放规定；负责向前来办证的企业单

位、商户宣传禁放规定，告知新开业企业、商户不得违法燃

放烟花爆竹。 

文化旅游部门负责向星级酒店宣传禁放规定，针对节庆

假日和婚庆活动中酒店门口不燃放烟花爆竹做出承诺；负责

安排各文化场馆、各电影院、各景区，利用电子屏、广告牌

等载体开展禁放宣传。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本部门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管理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

宣传。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及移动、电信、联通运营商等

媒体应当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移风易俗宣传，按市禁放

领导组要求开展禁放宣传及曝光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节选） 

 

第八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

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节选） 

 

第七十二条 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 

  (五)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 

  (六)山林、草原、苗圃等重点防火区; 

  (七)重要军事设施安全保护区; 

  (八)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



 

 

点。 

  前款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点的具体范围，有关单位

应当设置明显的禁放警示标志。 

第九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公安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燃

放，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节选）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质

量监督检验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和进出口检验。  

第五条 公安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质量监督

检验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查处

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

烟花爆竹的行为。 

第十六条 烟花爆竹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零售。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应

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城市市区的烟

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 

第二十八条 燃放烟花爆竹，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

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

和种类。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开展

社会宣传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安全

燃放烟花爆竹。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安全燃放烟花

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燃放烟花

爆竹的教育。 

第三十条 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

全保护区内；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五）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  

（六）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  

（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其他地点。 

第三十六条 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

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

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

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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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

焰火燃放活动，或者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燃

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燃放作业方

案进行燃放作业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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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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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市城市管理条例》（节选） 

 

第三十七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

种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禁

止的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节选） 

 

第三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

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

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