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8日上午 11点，在贵阳北

站候车室内的医疗服务站， 值班医

生张敏正在检查配备的药品和设

备，以便及时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我们站内外两个医疗救助站

都配备了应急救助设备，可以向群

众及时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另外，

我们和金阳医院建立了应急救护

绿色通道， 特殊情况能及时转

诊。 ” 张敏说。

这两个医疗服务站由观山湖

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下属的高铁经

济带服务中心协同区卫健局、 贵阳

北站设置。 为做好春节期间的服务

保障，近几天，高铁经济带服务中心

围绕“暖返乡”“暖交通” 两方面，

统筹协调省人才大市场、贵阳北站、

公安、综合行政执法、交通、交管、工

会、街道、物业、通讯等单位，积极开

展“暖春行动” ，为群众提供多元化

暖心服务。

“暖春行动” 开展过程中，高铁

经济带服务中心强化部门联动，整

合服务力量，更好地实现服务联动，

提升服务效果。

“请你帮我看一下还有中午去

六盘水的车票没得。 ” 贵阳北站西

广场上， 志愿者邓昭阳正在帮助一

名老人订票。“这两天，需要帮助订

票的老年乘客不少， 他们需要什么

服务，我们就精准提供什么服务。 ”

邓昭阳说。

为做好服务， 高铁经济带服务

中心积极协同贵阳北站、 市产控物

业等单位，设置了咨询服务台、爱心

驿站，为返乡群众提供换乘引导、秩

序维护、反诈宣传、迎春电话卡、茶

饮及帮扶特殊困难群众等服务，并

送上包含春联、防疫物资、零食等的

“春节礼包” 。

高铁经济带服务中心还在站内

外安排了 20 名固定值守的文明引

导员，引导乘客购票、换乘等。

同时， 高铁经济带服务中心还

协同省人才大市场，将“2023 年农

村劳动力返岗服务保障行动” 带到

贵阳北站， 并专门搭建农民工返乡

服务驿站，提供就业政策宣传、岗位

推荐等服务。

记者在服务驿站里的岗位表上

看到，推荐的企业有比亚迪、老干妈

等 13 家，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

等行业。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将线上

线下收集群众填写的信息， 精准匹

配岗位，帮助群众找到合适的工作，

帮助企业招到合适的员工。

除“暖返乡” 行动外，高铁经

济带服务中心还从配套提升、运

力保障优化等方面开展好 “暖交

通” 行动。

记者看到， 贵阳北站东广场环

道上新增了不少交通标识、标牌，临

时落客区也重新作了调整， 现场车

辆有序流动。 “为了缓解以前高峰

期容易出现的拥堵等问题， 我们统

筹协调公安、综合行政执法、交通、

交管等部门，全力推进综合整治，重

设出租车临时落客区， 并优化路段

引导标线，增加乘客集散空间。 ” 高

铁经济带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万旭介

绍，该中心还统筹协调铁路、交通、

公交部门， 制定站外换乘疏散运力

保障方案。在深夜“红眼列车”开行

期间，同步开行贵阳火车站方向、金

阳客站方向的公交各 3 趟， 并储备

应急车 20辆、出租车 200辆。

同时，高铁经济带服务中心统筹

协调公安、 交通、 综合行政执法、交

管、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强化整治

贵阳北站区域春运期间喊客拉客、非

法营运、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黄菊

本报讯 1 月 20 日， 距离大

年除夕仅有一天，南方电网贵州贵

阳供电局组织人员再次开展相关

线路保供电特巡工作，全面掌握辖

区电网健康状况，为保障电网安全

可靠运行奠定基础。 截至目前，贵

阳电网运行平稳，春节期间，贵阳

供电局取消所有停电检修计划，确

保市民过好年。

为保障市民过上明亮舒适的

春节，贵阳供电局精心组织，切实

做好春节期间保供电服务，提前部

署，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结合

历年实际情况，密切跟踪天气和电

力供需形势变化。 同时，加强对区

域内变电站的设备特殊巡查和红

外测温检查， 对供电线路进行了

“健康体检” ，确保正常运行。

贵阳供电局还对供电设施加

强夜间用电高峰期间测温特巡，做

好供电负荷预测与分析，合理配置

供电运维抢修资源，加强隐患整改

及跟踪排查管控，保障线路设备在

冬季低温天气时安全稳定运行。

同时， 贵阳供电局加强抢修

维护管理，做好客户用电检查工作

与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开展事故应

急处理演练，确保紧急情况能快速

出击，保证突发恶劣天气下事故处

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电网安全

度冬打好基础。

考虑到节日期间市民出行需

求增大， 贵阳供电局提前对火车

站、机场、客运站等交通枢纽的供

受电设备进行巡视、检修和用户用

电检查，并认真查看备用电源的切

换情况，确保在应急情况下，备用

电源能够安全投入使用；对旅客重

点游玩的旅游景区、 大型商场、酒

店等的供电线路进行检查，并做好

安全用电宣传，安排专人对所属线

路、设备进行不间断巡查。

目前正值迎峰度冬期间，贵阳

供电局正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切实

做好“冰前防、冰中守、冰后巡” ，

97 套覆冰预警监测装置与 11 套

融冰装置随时待命， 全天 24 小时

对贵阳电网区域内输配电设备加

强覆冰监控。 同时，应急抢修队伍

严阵以待，全力保障民生用电。

（张其琼）

综合新闻

GUIYANG

DAILY

3

2023年 1 月 21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 版式：白洋

本报 讯 1 月 18 日 至 19

日，云岩区 2023 年“共迎新春·

共话发展” 政企座谈会举行。 云

岩 区 区 直 有 关 部 门 、 各 街 道

（镇） 主要负责人分别与辖区

60 余家国有企业、60 余家民营

企业相聚一堂、共话发展。

两天的议程中，云岩区向与

会企业代表通报了该区 2022 年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了今年

重点工作思路。 去年，云岩区坚

持稳字当头，高位统筹经济运行

调度，制定出台一揽子稳增长促

发展的政策措施，经济运行平稳

向好。 该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纵深推进工业强区，加快布局电

子信息制造产业，实现了电子信

息制造从无到有的突破。老烟厂

工业集中发展区实现了当年开

工、当年投产、当年上规，企业入

驻率达到 100%。 同时，云岩区狠

抓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软件和

信 息 服 务 业 实 现 营 收 增 长

4.2%， 新引进贵州电商集群等

楼宇总部型企业 33 家， 生产性

服务业占规上营利性服务业比

重达 71.02%。 持续拓展产业空

间， 开工标准化工业厂房 40 万

平方米， 建成标准化厂房 30 万

平方米； 星悦茂地下步行街、银

海元隆等商贸综合体相继开业；

亿元税收楼宇达 13 栋。

今年，依托云岩区的商业基

因、庞大的消费人群、深厚的产业

基础， 该区将加快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协

同发力，始终与企业想在一起、站

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深化“政

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 机制，不

断健全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

敢投的制度环境， 真正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发展态势， 把创新活力

转化为发展动力。 会议明确，2023

年， 云岩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要

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坚持实体优先、 坚持大力推进文

化复兴、坚持民生导向、坚持营商

为重，畅通政企协作通道，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国企座谈会上，国企代表

围绕经济形势、发展思路、减税

降费 、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营商

环境等方面发言，表示将切实担

起国企职责，为云岩区经济发展

献计出力。 在民企座谈会上，民

营企业代表表示，云岩区区位优

势、政策优势明显，有着良好的

营商环境、安商环境 ，是投资兴

业的热土，发展潜力大，将踏踏

实实把企业做好，为云岩区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共迎新春 共话发展

云岩区举行 2023 年政企座谈会

贵阳供电局春节期间

取消所有计划停电检修工作

（一）南明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除禁止燃放区

域外，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此

外，花果园街道办事处区域、小车河

街道办事处区域、 五里冲街道办事

处区域、 太慈桥街道办事处的中铁

国际城区域、 沙冲路街道办事处和

中曹司街道办事处的保利凤凰湾区

域，禁止燃放升空类烟花爆竹。

禁止燃放区域： 贵阳市一环以

内所有区域；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

内及周边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及其

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储存

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 医疗机

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院；

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轨道

交通、 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

全保护区域；山林、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南

明河畔两侧及野生动物聚集觅食、

栖息地；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

范围；大气监测国控点一公里（贵

阳市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内梅花

山）范围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区域。

（二）云岩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除禁止燃放区

域外，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贵阳市一环以

内所有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

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储存场

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疗机构、

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院、各级

国家机关办公场所、 车站、 轨道交

通、 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

保护区域、 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南

明河畔两侧及野生动物聚集觅食、

栖息地、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

范围、2 个大气监测国控点(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解剖楼顶楼、 黔灵

山公园英雄纪念碑) 一公里范围内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

（三）观山湖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除禁止燃放区

域外，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

保护区域； 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及野

生动物聚集觅食、栖息地；饮用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大气监测国

控点（鉴湖路贵阳一中内）一公里

范围内；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

（四）白云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以环城高速

（观山湖至白云段） 至曹关收费站

沿云环中路、 云环东路连接同城南

路至粑粑坳一线为界 （具体说明：

环城高速以东；云环路、云环中路及

云环东路以南；同城南路以西），所

有环形线以内的白云辖区范围内以

及都拉营街道办事处属于限制燃放

区域，在限制燃放区域内，选择点位

集中燃放烟花爆竹。

禁止燃放区域： 各政府机关办

公场所；文物保护单位；车站等交通

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存

储场所及都溪林场等其他重点消防

单位；医疗机构、幼儿园、学校、敬老

院；旅游景区、公园、集贸市场、商

场、超市、影（剧）院、商业步行街等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及停车场；成

品油、天然气输送管网、城市燃气管

网、城市地下管网、人防设施等地下

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道、屋顶、阳

台、窗口；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

围；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

（五）花溪区

1.燃放时间。 除禁止燃放区域

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外， 其他区

域全年均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

保护区域； 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及野

生动物聚集觅食、栖息地；饮用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大气监测国

控点（花溪水厂内、花溪区高坡乡

民族中学内）一公里范围内；法律、

法规规定的区域。

（六）乌当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乌当区主城区，

除禁止燃放区域外的其他区域为限

制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除法律、法规规

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外，

乌当区行政中心 （大气监测国控

点）1 公里范围内 （乌当区城市魔

方片区至新添大道原市公安局、新

添大道原市公安局至顺海立交桥沿

线、 乌当区实验小学片区、 水锦花

都、乌当中学、新天卫城、航天大道

与新添大道交叉口至奶牛场路口沿

线）为禁止燃放区域，全年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七）修文县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农历腊

月二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可以

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东起阳明大道

牌坊至贵毕公路原修文收费站，沿

贵毕公路原修文收费站延伸至堡生

路与龙扎大道交叉路口， 经龙扎路

拐至修文县第四小学， 经修文县第

四小学沿格致路至时珍学院（含阳

明文旅城）；南起时珍学院，沿白龙

路拐至新寨路， 沿新寨路延伸至与

龙场驿南路交叉路口， 经龙场驿南

路延伸至北大新世纪贵阳实验学校

至川会馆； 西起川会馆， 经城北村

边缘至潮水路中石化三潮水加油

站； 北起潮水路中石化三潮水加油

站， 由中石化三潮水加油站经贵酒

厂、 同济堂药业边缘至大寨边缘、

修文县第三中学抵阳明大道牌坊。

圈定控规范围内为限制燃放烟花爆

竹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公共交通车站台等交通枢纽以及铁

路安全保护区域；山林、苗圃等重点

防火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

文化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影(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人防设施

等地下空间；城市路网的桥梁(含立

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洞、地下

通道；居民住宅走廊、楼道、屋顶、阳

台、窗口；各类公园及野生动物聚集

觅食、栖息地；饮用水源地一、二级

保护区范围；法律、法规规定的地点

（八）开阳县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十五， 其他时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

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县城建城区面

积 20.5 平方公里 （西至翁荫水库

夹山大桥，沿西绕线至法院、磨子冲

小区至磨料厂小区； 北至潮水小区

至殡仪馆至白沙井小区至硐上；东

至毛稗田安置小区至黄土坎至蒋家

寨安置小区； 南至三道拐至贵开加

油站至大坪子小区至华兴油脂厂至

五中小区至四方田小区至翁荫桥）

圈定范围内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

保护区域； 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及野

生动物聚集觅食、栖息地；饮用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范围；法律、法规

规定的区域。

（九）息烽县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县城区域（涉

及永阳街道和永靖镇），东至川黔

铁路，西至龙泉大道，南至下阳朗

村西门湾路口、 开磷城 D 区边界，

北至永靖大道、蚕桑坡路沿线（含

道路两旁城镇区）； 开磷新城、丰

华苑、息烽 1 号、大观伟城、永靖镇

团圆小区（团圆社区内）；小寨坝

区域，东至上寨川黔铁路，西至兰

海高速公路，南至大干沟桥，北至

下寨。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

保护区域； 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及野

生动物聚集觅食、栖息地；饮用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范围；法律、法规

规定的区域。

（十）清镇市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十五可以燃放烟

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清镇市巢凤街

道办事处、 青龙山街道办事处和滨

湖街道办事处（条子场村、三河村、

黄柿村、 燕尾村和康济居委会除

外）。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

保护区域； 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文化

体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及野

生动物聚集觅食、栖息地；法律、法

规规定的区域。

（十一）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时至 24�

时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

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大地村、马寨新

城、 航空港幸福小区、 酒店用品市

场、交建花园、碧龙花园、多彩贵州

温泉小镇、甘庄航空村、水云布依家

园、阳明花鸟市场；贵龙社区贵龙新

苑小区向外延伸 200 米以内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经济区范围内

除限制燃放区域外的其他区域均为

禁止燃放区域。 下列场所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国家机关、医疗机构、幼

儿园、学校、养老机构、旅馆、商场、

集贸市场、体育场馆、群体集体活动

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及周边 100 米

范围内；道路、桥梁、地道、涵洞、隧

道、输变电设施、高压线及其他电力

设施、燃气管线、燃气调压站及其他

燃气设施、加油加气站、易燃易爆危

险物品生产、 储存单位及其周围

100 米的范围内；车站、机场等交通

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建筑物的房顶、楼道、阳台、窗口、建

筑工地以及不满足烟花爆竹产品说

明要求安全距离的地点等； 属于重

点防火单位的高层建（构）筑物及

其周边 60 米范围内，采用易燃可燃

外墙保温材料的建筑物周围 100 米

范围内；绿化草坪、苗圃等重点防火

区，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产

业园区；化粪池、下水道窨井、天然

气管道检查井、燃气锅炉及管道、地

下通信电缆检查井等市政环卫设

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其他区域或场所。

（十二）高新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除禁止燃放区

域外，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

位；加油站、医疗机构、学校、企业厂

区；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山林、

苗圃等重点防火区; 输变电设施安

全保护区域；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

桥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

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设施

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道、

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法律、

法规规定的区域。

（十三）经开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除禁止燃放区

域外，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储存场所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

轨道交通交通枢纽以及铁路安全保

护区域；山林、苗圃等重点防火区；

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 文化体

育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及停车场； 城市路网的桥

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隧道、涵

洞、地下通道；城市地下管网、人防

设施等地下空间；居民住宅走廊、楼

道、屋顶、阳台、窗口；各类公园、河

畔两侧及野生动物聚集觅食、 栖息

地； 饮用水源地一、 二级保护区范

围； 大气监测国控点 （黄河路 398

号开发大厦 4 楼平台）一公里范围

内；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

（十四）综保区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 除禁止燃放区

域外，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区域。

禁止燃放区域： 海关特殊监管

区；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储存场所及

其他重点消防单位； 各级国家机关

办公场所； 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铁

路安全保护区域；山林、苗圃等重点

防火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域；

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及停车

场；城市路网的桥梁(含立交桥、过

街天桥)、隧道、涵洞、地下通道；城

市地下管网、人防设施等地下空间；

各类公园、野生动物聚集觅食、栖息

地； 饮用水源地一、 二级保护区范

围；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

1.燃放时间。 限制燃放区域，下

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年农

历除夕至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日 8 时至 24 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全年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燃放区域。

限制燃放区域：各住宅小区、各

乡镇（街道）集镇。

禁止燃放区域： 各级国家机关

办公场所；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储存

场所、 输油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及

其他重点消防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保护范围；军事设施保护区；医

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疗养

院；车站、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

铁路安全保护区域；林区、景区、苗

圃等重点防火区； 输变电设施安全

保护区域； 文化体育场所、 集贸市

场、商场、超市、影(剧)院、商业步行

街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及停车

场；城市路网的桥梁(含立交桥、过

街天桥)、隧道、涵洞、地下通道；城

市地下管网、人防设施等地下空间；

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法律、

法规规定的区域。

二、贵安新区

一、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区）

2023年春节期间贵阳贵安烟花爆竹燃放时间、燃放区域

多方联动强保障 “暖春” 服务暖民心

——观山湖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高铁

经济带服务中心开展“暖春行动” 见闻

河滨公园优化环境迎新春

本报讯 连日来 ， 为给

市民创造优美 、 舒适的游园

环境 ， 让市民在春节期间有

良好的游园体验， 贵阳市河

滨公园管理处组织人员开展

了园区环卫保洁 、 游艺设施

检查和枯枝清理等工作。

这几天，河滨公园的工作

人员对整个园区进行杂物清

理和卫生清扫 ， 全面清洗门

楼、台阶、座椅、硬质地面等 ；

对游艺服务项目和游乐设施

进行全面检查维护，重点检查

游乐设施运行情况， 排除隐

患，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休

闲娱乐环境。

同时， 为避免发生冬季

断裂枯枝坠落碰伤游客的事

件 ， 工作人员对园区人员密

集场所 、 主干道等区域及名

贵树木所在地进行巡查 ，及

时处理干枯 、 断裂的枝条以

及枯树死树 ， 及时修剪道路

旁的枝条。

此外，公园还对游客喜爱

的亲子游玩项目设施进行维

护改造升级，增设顶棚和休息

区，让游客在雨天也可以照常

游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