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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涛）1月 21日，西安市公安
局发布加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
通告，再次重申全市行政区域内全面禁售
禁放烟花爆竹。

警方通告重申，从 2021年 1月 1日起，
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已全面禁售禁放烟花爆
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生产、运输、
储存、销售烟花爆竹，违者由公安机关依法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违反《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
令停止燃放，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
款。对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
者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的，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由公安机关
没收非法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处
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未经许
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依据《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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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全面禁售禁放烟花爆竹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影响
几何？近年禁燃成效如何？燃放烟花爆竹
能“消毒”？……1月 22日，笔者采访了中国科
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西安市“一市一
策”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专家张宁宁，解读西安
近年春节期间空气质量。

去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 导致空气严重污染

张宁宁介绍，烟花爆竹燃放时段较为集中，
燃放污染物也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因此，会对
短时的空气质量有明显影响。

“例如 2021年 2月 12日（大年初一），0时后
烟花爆竹燃放对 PM2.5和 PM10浓度的贡献持
续增加，对 PM2.5浓度贡献率从 5%增加到 40%
左右。对 PM10浓度贡献率从 8%增加到 30%左
右，最后导致 12日空气质量级别为严重污染等
级。”张宁宁说。

另外，六项主要污染物中除O3外，在除夕夜
期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其中颗粒物如
PM2.5 和 PM10 的浓度增幅都超过 40%，NO2、
SO2和CO的浓度增幅均超过 20%。从除夕夜小
时浓度变化看，大年初一燃放烟花爆竹是导致
西安市空气污染加重的主要因素。

从组分也可以看出烟花爆竹对 PM2.5 的
“贡献”。为了保证视觉效果，烟花爆竹火药配
方中会添加含有重金属的物质。除夕夜期间，
多数重金属元素浓度均有明显升高，其中砷、
钾、铅、铬、锌、铜、锰和钡分别升高 4.2 倍、8.9
倍、3.4倍、7.1倍、1.1倍、9.5倍、3.0倍和 19.6倍。
可以看出，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大。

同时，2020 年春节期间 PM2.5 实时在线来
源解析结果也表明，烟花爆竹仍对西安市初一

至初三和元宵节的 PM2.5有约 22.5%的贡献。

禁燃有效果 PM2.5飙升现象明显减缓

据了解，2018 年为烟花爆竹燃放管控条例
实施的第一年，烟花管控措施落实成效不明
显，PM2.5 峰值浓度出现在正月初一凌晨 4
时 ，为 除 夕 夜 18 时 PM2.5 浓 度 的 近 4 倍 。
2019 年基本管控措施未变，城六区加强了禁
燃管控力度。

与2018年相比，相同的是，2018年和 2019年
除夕夜前后 AQI 和各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变
化基本一致，均是在年三十午后开始缓慢升
高，大年初一 0 时开始急剧升高，受烟花爆竹
燃放影响显著。但不同的是，2019年通过扩大
禁放区等措施，加大了禁放力度，造成 2019 年
除夕夜AQI和各污染物（除NO2）浓度上升速率
较 2018 年减慢，且峰值出现的时刻推迟。如
2018 年除夕夜 AQI 峰值出现在初一凌晨 4 时，
2019年出现在初一上午 9时。

到 2020 年和 2021 年，随着烟花爆竹禁燃
管理越来越严格，烟花爆竹燃放引起的 PM2.5
飙升现象已明显减缓，而且峰值出现时间也
延迟到初一中午左右。这都表明了近年来烟花
爆竹管控的效果。

燃放烟花爆竹不能“清洗”空气

冬季本来是包括西安市在内关中区域空气
质量较差的时段，这期间大气扩散能力较差，容
易产生重度污染。如果燃放烟花爆竹，将会短时
间排放大量污染物，加重空气污染程度。

从数据看，2016年来，我市大年初一都是在
重度污染环境中度过的，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除夕和春节期间的燃放烟花爆竹。
张宁宁说，网上有传闻称燃放烟花爆竹

里面的硫磺，及其燃放产生的化合物是非
常有效的空气消毒剂，还可以有效杀灭靠呼
吸道传染的细菌病毒。其实，烟花爆竹里面
的硫磺燃放后就会转化为 SO2 或硫酸盐，这
就不存在有硫磺消毒一说了。其实，高浓度
的 SO2 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对人体的伤害
很大，建议大家节日期间按照市公安局的要
求，全面禁售禁放烟花爆竹。 （高乐）

燃放烟花爆竹影响几何 禁燃效果怎样
——专家解读西安近年春节期间空气质量

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球广泛传播，春
节将至，入境人员增多，人员流动增加，我国仍然
面临较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务工人员
能否返乡过节？基层如何做好防疫？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对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精准落实防控措施防止一刀切

“当前，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明显降低，但
近期部分地区接连有本土聚集性疫情报告，疫情
扩散和外溢风险仍然存在。”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说。

2022年春运已经开始，许多人盼望返乡过
节。米锋表示，对于来自不同风险区域的返乡群
众，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落实防控措施，防止政
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防止层层加码。

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防控对正常生产生
活的影响？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要精准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精准划定密切接触者，精准划
定管控范围，精准保障人民的生活、就医等日常
需求，精准开展临床救治。

春节期间，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上学人员都
有一定规模的集中返乡。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表示，要加强对重点返
乡人员的排查，引导相关返乡人员回乡以后做好
日常监测。同时提醒他们非必要不聚集、不外
出，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做到精细有温度。

发挥基层作用落实“四早”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和防护条件相对比较薄
弱，对于疫情防控需要重视。如何切实把疫情
防控的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疫情处置能力，
关键仍然是要落实‘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尽早尽快将风险控制在最低限
度、最小范围。”国家卫健委基层司监察专员傅卫
表示，各地要切实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哨
点”作用，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村卫生室和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员要在诊疗活动中详
细询问和登记流行病学史，有效提升早期识别能
力，对发现的可疑情况尽快报告。

据介绍，全国有24个省份已经不同程度上在
村（居）民委员会推进了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建设，
在近两年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
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强调，全国还没
有建立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的省市，

要尽可能建立起来，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好基层
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作用。

走亲访友勿忘做好个人防护

春节期间是人员流动、亲朋好友聚会的高峰
期。毛德智提示，无论是返乡人员还是在乡人
员，都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在路途中要严格遵
守交通工具和沿途各地的各项疫情防控要求，
回乡后也要自觉遵守当地的疫情防控要求。

毛德智提醒，春节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串门、
拜访、聚餐，特别是重点返乡人员，要自觉遵守相
关规定。确需外出的，一定要科学佩戴口罩并按
时进行更换，勤洗手、少接触，保持一定距离。
如有发热或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就诊。

“要因地制宜移风易俗，不要搞大操大办。”
毛德智提醒，家庭聚会、酒席要严格按照当地
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尽量压缩人员规模，避免
大规模聚集。

梁万年表示，只要严格执行我国现行防控策略
和措施，只要广大老百姓有效开展个人防控，就可以
有效避免因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和聚集导致大规模
疫情卷土重来，即使出现了疫情也可以快速发现，
快速划定风险区域，快速处置。（徐鹏航 宋晨）

春节临近，务工人员能否返乡过节
基层如何做好防疫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来了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春节消费警示，提醒
消费者认清低价套路，防止中招。这个警示很及时。

纵观各类低价陷阱，都是价格降下来了，但消
费者并未从中得到实惠：要么是货不对板、以次充
好，要么满是套路、诱导花更多冤枉钱，可谓是“无
效低价”。

消费者追求低价的心理再正常不过，一些不法
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售卖劣质甚至是假冒商
品。牺牲商品质量进行低价销售，虽能在短时间内
吸引一批消费者，但这终归是昙花一现。一旦失去
消费者信任，最终伤害的还是商家自己的利益。

降价让利是常见的促销手段，但要守住质量和
合法经营的底线。经营者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
诚信依法经营，与消费者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互动
联系，赢得长远发展的未来。

低价陷阱屡打不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总
有消费者“上钩”，让不法商家有利可图。消费者
要擦亮眼睛、理性消费，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规
商品。同时，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出现问题后
及时维权。

春节期间是消费需求释放的高峰期，也是促销
活动的集中期。对监管部门来说，要加大监管力度，

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倒逼有关
经营者摒弃不良销售手段，合
理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切实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赵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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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
1月23日，记者从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
悉，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在全球广泛传播，在国内引
起局部聚集性疫情，春节将
至，人员流动增加，陕西面
临较大的“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压力。

省卫健委党组成员、省中
医局局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

峰提醒大家：低风险并不等于
零风险，常态化也不等于正常
化，当前仍然需要继续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一鼓作气打
赢本轮疫情防控歼灭战，持续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刘峰表示，下一步，省卫
健 委 将 持 续 夯 实“ 动 态 清
零”，加强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强化“外防输入”措施，加
强监测预警。

省卫健委提醒

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

本报讯（记者 刘强）“你们
那里现在可以进行心理辅导
吗？……”1月 22日，西安市职
工帮扶服务中心接到曲江大明
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打来的电
话，询问能否提供心理健康辅
导。了解情况后，帮扶服务中
心迅速组织开展线上“云讲
座”，为该公司一线防疫职工提
供心理辅导。

当日，帮扶服务中心邀请
国家心理咨询师、灞桥区总工
会原主席郑长福，为该公司 90

余名一线防疫职工进行了线上
心理辅导。

据了解，在西安封闭管理
后，该物业公司 90余名职工一
直坚守在防疫一线。郑长福针
对大家工作与心理压力大、与易
感人群近距离接触、长期不能照
顾家人孩子等情况，给予化解心
理压力的调解放松技巧。同
时，对专班人员在隔离工作中
遇到被隔离人员情绪不稳定的
情况，进行了应对心理危机的
紧急干预处置方法指导。

西安市职工帮扶服务中心

“云讲座”解职工心理危机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月
21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机场服务平台发布
通告，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将逐步恢复国内
客运航班。

通告指出，从西安机场乘
机去往其他城市的旅客，需在
航站楼入口处出示个人身份证、
通信行程卡、健康码和其他相关
证明以备查验。目前，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区（县）的人
员，将无法进入航站楼乘机；在
西安市低风险地区所在区（县）
常住人员或通信行程卡显示有
西安市轨迹人员，出示离市审

批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健康码绿码核验后，方
可进入航站楼乘机；西安市以
外其他区域人员，且轨迹未显
示陕西省西安市，在出示 48小
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绿
码后，可进入航站楼乘机。进
入航站楼时会有测温环节，体
温高于 37.3摄氏度者不能进入
航站楼，防疫部门将按照西安
市防疫政策要求进行管控。

从外地乘机到达西安机场
的旅客，抵达西安机场下机后，
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西安“一码通”绿码、通信
行程卡后可正常离开。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逐步恢复国内客运航班

本报讯（记者 刘强）1月23
日，西安市高新区发布通告，将
通过发放补贴、房租减半等
措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通告指出，对工业企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按其 2022
年 2月份实际用电量的 20%给
予一次性电费补贴。对在 2022
年 1月 25日至 2月 15日期间不
停工的建设项目一线务工人员
（以项目单位统一组织的核酸
采样人数为准），按照每人每天
5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每
人最高不超过1000元。

通告提出，要引导银行机
构下调贷款利率，对中小微企
业2022年一季度获得的流动资
金贷款贴息比例上浮至60%；对
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持有物业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
对其 2022年 2月份的房租实行
减半收取。支持企业申请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符合2021
年度稳岗返还政策的参保单
位，申请受理截止期限延长至
2022年3月31日。同时，支持企
业申请国家和陕西省出台的疫
情期间有关税收的优惠政策。

西安市高新区

发补贴减房租助力复工复产

新华社西安 1月 23 日电
近日，网络上一段“西安一社区
领导怒怼咨询群众”的视频引
发广泛关注。西安浐灞生态
区总部园区管理办公室 23 日
发布调查通报指出，针对社区
主任王某存在言行不当、作风
粗暴问题，已对其作出停职检
查处理。

通报指出，1月 22日下午，
西安浐灞生态区浐灞一路社
区居民迪某到社区办事大厅

咨询离市政策时，社区主任王
某与该居民发生争执，王某存
在言行不当、作风粗暴问题。
经研究决定：对浐灞一路社区
主任王某作出停职检查处理，
并由园办及王某登门向该居
民道歉。

此外，西安浐灞生态区总
部园区管理办公室表示，将对
涉事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作风
教育，严肃工作纪律，努力为
群众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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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社区主任已被停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