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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
身财产安全，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社
会秩序，保证机场和飞行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金华市禁止
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研究决定，继续在城
区和重点区域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范围
（一）城区
环城南路—环城西路—机场路

—雪峰东路—商城大道—城中北路
—银海路—西城北路—诚信大道—
稠州北路—大通路—S310 省道—
银海路—商博路—江东路—广福路
—南山路一南门街—环城南路（闭
合范围）

（二）机场净空区
1. 机场、义乌国际生产资料

市场；
2. 北苑街道的凌云社区（凌云

二、三、五、六、七、八区）、爱民社区
（凌云一区）、花园社区（除原万村、

茂后、楼宅以外辖区）；
3.后宅街道的起航社区（上河、

十二山头、后里）、北站社区（何界、
溪坦、叶宅、西何、山塘）、群英社区
（下畈、永宁、雅楼、红塘畈）、洪深
社区（前毛店）、黄龙居委会、宅二
居委会、后毛店村、以及环城路以
北的后宅工业园区、拆迁安置区
（九州）、德胜小区、汽车城；

4. 城西街道的陆港社区（原横
塘）、山翁自然村、隔渎自然村、协
和殿口自然村，西景园，西景悦府；

5. 稠江街道的香溪社区（官清
畈、龙回）。

（三）重点场所
党政机关、军警部队、汽车站、

火车站、医院、学校、敬老院、市场、
文物保护单位、易燃易爆物品仓库、
输变电设施、山林、园林、各公墓、骨
灰堂、节地生态葬区和其他有特殊
要求的防火区域。

二、本通告所称的烟花爆竹，是
指能产生烟光、声响的烟花、鞭炮、
爆竹、礼花弹等。

三、在“禁止范围”区内全时段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

四、违反本通告，依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公安
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行政执
法局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五、对违反通告规定，阻碍、拒绝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视情节轻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
以治安处罚，直至由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六、各镇、街道和公安局、应急
管理局、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局、
教育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发
展委、国资办等单位要按照各自职
责，切实做好“禁燃”工作。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社区居
委会、学校及有关行政村要积极配
合做好“禁燃”教育、宣传和其他协
助工作。

七、对违反通告规定的，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有义务加以劝阻，并向公安
机关举报。举报电话：110。

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区和重点区域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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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1月18日，我市举
办 2023 年高层次人才迎新春
联谊会。

“积极向上、团结勤奋是义
乌人的优秀品质，祝愿义乌城
市越来越美、发展越来越好
……”在活动之初的“连线对
话”环节，义乌海高会北京分会
相关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表
达了自己对家乡的美好祝福。

期间，受邀到场参加活动
的各位高层人才代表踊跃发
言。“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
的理念，完善引进机制，优化
人才服务，打造最优的人才服
务保障。”……大家谈看法、提
建议，言辞恳切，充分表达了
对义乌高质量发展的无限信
心。随后，主办方安排了一场
新春音乐会，为大家带来道
情、小提琴、婺剧等精彩的文
艺演出。

我市举办高层次人才
迎新春联谊会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文/摄

本报讯 连日来，江东街道临
江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开展了数场
主题活动，为流动党员、高龄老人、
快递小哥等群体送上暖冬关怀和
新春祝福。

“这些防疫包实用又安心，感谢
组织始终记挂着我们流动党员。”据
悉，流动党员收到的是五“福”，分别
是“健康福”（一个防疫包）、“合家
福”（全家合影）、“关爱福”（一封家
书）、“敬业福”（做一次志愿活动）、

“和谐福”（提一条建议）。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来到辖区29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家
中，聊家常、送祝福。“爷爷，就要过年
了，这是社区给您准备的新春大礼
包，里面有手提袋、纸巾、春联。这里

还有口罩，您出门还是要戴好口罩。”
八旬老人黄荣财是一名退伍军人，看
到社区工作人员他十分高兴，招呼他
们坐下喝杯茶。“谢谢你们经常来看
我，真贴心。”老人高兴地说。

“马上过年了，很多骑手都回家
了，但订单量不断增多。今天收到社
区送的礼包，真是太感动了。”在临
江社区的韵达快递网点，快递员王
石安接过“新春大礼包”开心地说。
据悉，快递行业从业者是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中的重要群体，临江社区
工作人员走访快递网点，详细了解
当前网点的运营情况及快递员们的
工作生活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
候，并共同为辖区内仍坚守在岗的
12名快递员发放了新年礼包，叮嘱
他们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个
人健康防护。

一个“暖心礼包”一份“关心关爱”
临江社区为快递小哥等群体送上暖冬关怀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1月17日，义乌法
院召开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 2022 年执行工作并发
布 5 起典型案例。根据通报，
2022 年义乌法院新收各类执
行收案 17365 件，结案 16983
件，执行到位46.58亿元。

2022年以来，义乌法院案
件 自 动 履 行 率 同 比 上 升
2.49% ，执 行 收 案 同 比 下 降
7.6%，共办理查解封车辆5978
辆、查解封房产659处，执行款
发放天数同比下降11.44天，位
于全省前列。

据悉，义乌法院加大失信
惩戒和拒执打击力度，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9149名，限制
高消费11225名，罚款4318人、
拘留9人，将65件84人5家企
业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侦
查。移送执转破案件 89 件，受
理74件，清理终本积案613件。
此外，义乌法院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专项执行行动6次，传
唤159人，执行完毕1115件，到
位2311.29万元。执结涉公职人
员、涉党政机关案件 21 件，执
行到位 921.51 万元；持续攻坚

“黑财清底”，涉黑涉恶案件执
行到位率100%。

义乌法院召开2022年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

11225人被限制高消费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图

本报讯 1月17日，后宅街道
联合后宅社工站开展“年前探访
送福到家”活动，为高龄独居老人
送上手写的“福”字和新春祝福。

“吴爷爷，我们来给您送‘福’
啦！”社工轻敲房门说道。“是你们
啊，你们太好了，经常过来看我关
心我，还打电话慰问，我都不知道
怎么报答你们。”吴大爷打开房
门，满脸欣喜。

“这个‘福’字写得好啊！”吴
大爷说，年少时因家庭原因无法
上学，早早就外出打工，看到别人
写得一手好字，他就很羡慕。社工
临走时，吴大爷不舍地站在门口
朝他们挥手。后宅社工站工作人

员说：“除了感受到吴大爷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也感受到了独居高龄老
人缺失陪伴后产生的孤独心理，今后
将持续跟进，通过探访陪伴增强他们
的幸福感，缓解孤独情绪。”

居住在宅二村的陈奶奶今年
102岁，由于年龄较大且患有基础疾
病，腿脚不便，社工和志愿者一起为
陈奶奶贴上“福”字，帮忙整理屋内物
品。还检查了药品储存情况，并嘱咐
陈奶奶要按时吃药，保重身体。

后宅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此次送“福”到家活动，以“面对
面”和“心贴心”的实际举措把关怀
送到了困境群体的心坎上。接下
来，社工站将持续做好年前探访工
作，保障困境群体度过一个平安、
欢乐的春节。

温情面对面 幸福送到家
后宅持续开展“年前探访 送福到家”活动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感谢组织对我们流动
党员的关心，今年是留在义乌过的
第三个新年，社区开展的这些活动
很贴心、很温暖，在这儿就像在家
一样。”日前，稠江街道高新社区流
动党员刘家衡在参加“暖流行动”
活动后说。

活动期间，高新社区联合稠江
街道工会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之

“福盆满银柳 留义也精彩”年宵花
DIY活动，邀请辖区流动党员、快递
小哥、留义过年企业员工等参加，共
同感受别样的春节氛围，提升留义
过年的幸福感。现场，花艺老师向大
家介绍了银柳的内涵寓意和文化背
景，讲解制作方式，手把手教大家如
何制作银柳福桶。金色的仿真银杏
叶、火红的冬青……在实操环节，流
动党员们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花材
错落有致地插入花泥里。很快，在充

满节日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大家完
成了一盆盆喜气洋洋的新年福桶，
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留念。

此次年宵花制作活动是稠江街
道开展的“暖流行动”系列活动之
一。据悉，为做实做深做优流动党员
全链条闭环管理工作，连日来，稠江
街道各村社发挥“流动党员之家”阵
地作用，开展了一系列“欢畅新年”
活动，让每一位在稠江奋斗奉献的
流动党员在稠江“安家”，感受到

“家”的温暖。
除了高新社区，西江社区开展了

“非遗伴我迎新年”木版年画亲子体
验活动，为辖区流动党员家庭送上满
满的新春祝福；在黎明社区流动党员
驿站里，“探访年俗文化 巧制吉祥
帽”亲子手工体验活动火热开展，让
辖区流动党员及其子女在寓教于乐
中了解春节的风俗人情……让辖区
的流动党员感受到在义过年不孤单，
更有归属感。

“暖流行动”让流动党员安心又暖心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1月17日，廿三里
街道食药安办分组开展节前餐
饮食品安全检查，确保辖区居
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当天，第一组检查人员重
点检查农贸市场经营者是否建
立健全产品进货溯源制度、进
货查验制度和追溯管理制度，
严禁采购无合法来源的各类
食品，确保农贸市场内产品实
现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
风险可管控。同时，督促农贸
市场经营者在节日期间要严
格遵守物价相关法规及政策，
坚决防范哄抬物价、散布涨价

信息等违法行为。第二小组检
查人员走进大型商超，随机对
酒水、饮料、零食类食品进行
食品保质期、食品消费提示
牌、进销货台账等内容进行检
查，提示超市管理方要严格检
查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临期食品要设置专区销售或
特别提示。

此次专项检查共检查2家
农贸市场，3家大型商超，开具
整改通知书 2 份，发现食品安
全问题 9 处，主要存在食品标
签标识未贴、索证索票不齐全
等问题，已当场指导店主整改，
未完成整改的开具整改通知
书，后续复查。

廿三里开展节前
餐饮食品安全检查

日前，2023“欢乐春节”大巡游
活动在迪拜世博园隆重举行。巡游
中，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的老一
辈义乌商人形象，深深吸引了中外
友人的目光，当地人士纷纷体验。

据悉，“欢乐春节”大巡游活动
已在迪拜成功举办三届，是海外最
大的华侨华人新年庆祝活动，被誉
为海外“欢乐春节”最具影响力品

牌。2023“欢乐春节”大巡游活动由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中国驻迪拜
总领馆和“拥抱中国”执委会共同主
办，当地华侨华人社团、中资机构
（含央企国企及民营企业）、留学生
社团等80多个单位，4000余人参加，
现场吸引了数万人观看。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通 讯 员 郑海洋 图

鸡毛换糖鸡毛换糖““走进走进””迪拜迪拜

社区工作人员为高龄老人送上过年礼包社区工作人员为高龄老人送上过年礼包

工作人员上门送工作人员上门送““福福””

因春节放假，本报1月21日至26日无报，1月27日起正常
出报。祝广大读者朋友新春快乐！ 本报编辑部

敬告读者

（上接第一版）
“我和丈夫在义乌当了 5

年的环卫工人，孩子也已经来
义乌读书。自从当了环卫工人，
我们就一直留在义乌过年。虽然
也会想念远在河南老家的家人，
但为了让大家干净过节，我们今
年春节会继续坚守岗位。”张雪
丽和她的爱人孟玉非都是环卫
工人，她一边打开“爱心年货”向
记者展示一边说。

“义乌这座城市很温暖，义
乌人也很暖心。”今年 53 岁的

秦银行主要负责商贸区部分道
路的环境卫生，“每年都会期待
这个活动，特别有年味。希望这
么有意义的活动能一直办下
去。这是大家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我们也更愿意留在义乌，坚
守环卫工作一线。”

本次活动发起以来，得到
了39位爱心市民及17家爱心
企业、爱心单位的支持，共募集
到价值 60 多万元的“年货”，
3000 个红包则全部由义乌市
慈善总会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