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速览

2 月 11 日是新年后
上班第一天。我市民政婚
姻登记处的结婚登记人
数明显增多。图为一对新
人在宛城区民政局领取
结婚证②7

本报记者 吴秋水 摄

首个工作日
结婚登记多

禁放烟花爆竹：满城红灯笼，年味儿不见少
每逢春节， 是否燃放

烟花爆竹着实让人纠结。
放，会导致空气和噪声污
染；不放，感觉少了点年
味儿。 据了解，烟花爆竹
燃烧时产生的大量有害
气体及粉尘，可使环境中
的 PM2.5 浓度大幅上升。

特别是在除夕、 正月初
一、初五、元宵节期间，燃
放烟花爆竹可使空气中
的 主 要 污 染 物 PM2.5、
PM10 等浓度远 高 于 平
日。 除影响空气质量，燃
放烟花爆竹还产生噪声
污染。 春节期间，燃放鞭

炮地区的噪声可高达 135
分贝，大于健康所能承受
的 85 分贝， 远超人的听
觉耐受限度。

春节期间， 记者走访
中发现， 没有了鞭炮声，
但年味儿一点也不少。 街
头上空悬挂的花灯、商铺

门口张贴的大红福字、树
枝上一串串红灯笼、市民
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在蓝
天白云的掩映下，把节日
的洋洋喜气展露无遗。 另
外，记者发现烟花爆竹的
替代品电子炮正成为春
节新宠。

我市近期食品价格

反季菜涨幅大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勇）近日，

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 1 月下旬，南
阳 30 种主要食品综合平均价格与中旬相比
小幅上扬，涨幅约为 0.6%。

鲜菜价格涨跌互现，反季菜涨幅较大。 其
中，反季菜黄瓜、西红柿和长豆角价格呈上
涨趋势，涨幅分别为 17.6%、12.5 和 8.3%；大
白菜、芹菜和土豆价格呈下降趋势，降幅分
别 为 10% 、11.1%
和 5%； 大葱价格
稳定，与 1 月中旬
持平。 ②7

今年春节，中心城区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年味不见少 清爽更宜人
节后及元宵节期间将加强烟花爆竹管控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1 月 28 日，市政府发布通告，决定在中心城区建成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爆竹声已
遥远，虽然春节少了些喧闹，却没了呛人的味道。2 月 10 日，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对
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扎实做好节后及元宵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

春节“爱心红包”

温暖贫困学子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通讯员 刘文方）2

月 9 日， 方城县拐河镇第一初级中学学生曹
智俊家中热闹非凡，该镇 10 位爱心人士带着
2516 元爱心款和新衣服、新鞋，来给这个遭受
磨难的家庭拜年，送上新年祝福。

今年 13 岁的曹智俊半年之内连续失去两
位亲人。 先是 30多岁的父亲病故，接着 60 岁
的爷爷又因心脏病去世。 父亲和爷爷因生病住
院借了不少的钱， 再加上家里之前所欠的外
债，已经把这个家庭压得喘不过气来。 拐河镇
爱心志愿者得知情况后， 在微信群内发出倡
议，3天时间，共有 50余位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筹集善款 2516元及新衣服、新鞋子。 ②7

正月初六至十六仍将加强烟花爆竹管控
为了做好节后及元宵

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
作，我市将加强联合执法检
查，组织相关部门对正月初
六至十六时段烟花爆竹燃
放严格监管，加强烟花爆竹
的公共安全管理，制止和查
处在禁放区域、禁放时段内
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组织查处非法生产、 经营、

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
等行为；加强烟花爆竹产品
质量及包装、标识等的监
督抽查，依法从严查处烟
花爆竹产品规格、 药量、
包装、生产日期、燃放说
明等标识不完整、不清晰
等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规定的非法生产行为。

同时， 执法人员将清

理销售源头， 对在禁燃禁
放区域内发现的燃放烟花
爆竹行为务必追查销售点
位， 对非法销售点位予以
严厉查处； 对设在禁售区
域外的烟花爆竹销售点位
进行劝导， 避免烟花爆竹
销往禁燃禁放区域。 严厉
处罚， 各地对辖区内违法
违规销售、 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要发现一起， 查处一
起；对不听劝阻，肆意燃放
烟花爆竹的行为， 要依法
严格处罚，情节严重的，移
送公安部门依法给予行政
拘留； 对辖区政府实施财
政扣款，同时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规定，对
负有监管责任的相关责任
人严肃问责。 ②7

都市新闻2019年 2月 12日 星期二 03编辑 李纯 美编 张东庚 质检 高如衡

2 月 12 日，南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2 月 13 日，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 月 11 日，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郝一克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听
众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一次办妥、户籍变
更等问题。

行风关注
春节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和省公安

厅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充分
发扬“群众过节、警察站岗”的奉献精
神，及早谋划、精心组织，从严从细抓好
各项安保措施落实，为全市人民欢度新

春佳节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2
月 4 日 6 时至 2 月 10 日 6 时，全市 110
共接有效警情 10190 起 ， 同比上升
18.50%，其中刑事类警情 144 起、同比
下降 10.56%，治安类警情 366 起、同比
下降 27.38%，全市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
稳， 没有重大火灾事故和长时间的交通
拥堵。

行风反馈
1. 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年龄都比

实际年龄小了 10 岁，该如何变更？
市公安局回复： 请携带能够证明

年龄的原始证明材料到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申请变更更正。

2.我是满族，妻子是汉族，孩子出
生落户时报的是汉族， 现在想改成满
族，怎么申请办理？

市公安局回复： 请到民族宗教部
门提出变更民族申请， 公安机关凭民
族宗教部门的民族变更证明办理。 变
更民族成份需要提供的审核证明材
料：申请人的书面报告；《户口簿》、《居
民身份证》；市民族宗教局《南阳市民
族成份变更证明书》（20 岁以上的一律
不予变更）。

3. 我妻子想把户口从许昌迁到我
的南阳户口上，怎么办理？

市公安局回复： 请携带双方户口

簿、 结婚证到您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
理准迁证。 夫妻投靠入户，需要提供的
审核证明材料有： 申请人的书面报告
（填写《申请迁入南阳市非农业户口呈
批表》）； 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结婚证》。 另外，如果子女
投靠父母入户， 需要提供的审核证明
材料：申请人的书面报告（超过 18 周
岁的多子女， 原则上上只迁移一个子
女）；子女和父、母的《户口簿》或居民
身份证。 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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