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枪支弹药类（含主要零

部件），包括：

1、军用枪：手枪、步枪、冲锋

枪、机枪、防暴枪等。

2、民用枪：气枪、猎枪、运动

枪、麻醉注射枪等。

3、其它枪支：样品枪、道具

枪、发令枪、仿真枪、射钉枪等。

4、弹药：炸弹、照明弹、燃烧

弹、烟幕弹、信号弹、催泪弹毒气

弹、手雷、地雷、手榴弹等弹药及

各类子弹。

（二）爆炸物品类，包括：

1、爆破器材：炸药、雷管、导

火索、导爆索、导爆管、震源弹等。

2、烟火制品：礼花弹、烟花、

鞭炮、摔炮、拉炮、砸炮等各类烟

花爆竹以及发令纸、黑火药、烟火

药、引火线等。

（三）管制器具类、包括：

1、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

工用的三棱刮刀）、带有自锁装置

的弹簧刀、其他相类似的单刃、双

刀、三棱尖刀等和符合《管制刀具

认定标准》的其他刀具。

2、警棍、催泪器、催泪枪、电

击器、电击枪、防卫器、弓、弩等具

有一定杀伤力的器具。

（四）易燃易爆物品类，包括：

1、氧气、一氧化碳、甲烷、乙

烷、丁烷、天然气、乙烯、丙烯、乙

炔（溶于介质的）、液化石油气、

水煤气等易燃气体。

2、汽油、煤油、柴油、苯、酒

精、丙酮、乙醚、油漆、稀料（香蕉

水、硝基漆稀释剂）、松香油等易

燃液体。

3、红磷、闪光粉、固体酒精、

赛璐珞等易燃固体。

4、黄磷（白磷）、硝化纤维

片、油纸及其制品等自燃物质。

5、金属钾、钠、锂、碳化钙（电

石）、镁铝粉等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的物质。

6、过氧化钠、过氧化钾、过氧

化铅、过醋酸、双氧水等氧化性物

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7、上述物品的混合物。

（五）毒害性物品类，包括：

《危险化学品目录》 中标注为剧

毒的危险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农

业部公告（第 199 号）明令禁止

使用的农药等。

（六）腐蚀性物品类，包括：

盐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硫酸、

硝酸、蓄电池（含氢氧化钾固体、

注有酸液或碱液）等。

（七）放射性物品类：《放射

性物品分类和名录》 中规定的核

材料、放射性同位素等。

（八）传染病病原体及医疗废

物类，包括：《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的传染病病原体，《医疗废物分类目

录》规定的医疗废物，《人间传染的

病原微生物名录》 规定的病原微生

物等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物品。

（九）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

本报讯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

通禁止携带物品目录》从 2018 年

9 月底开始实行，明确禁止携带违

禁品，并限制携带危险物品，乘客

必须接受并配合轨道交通运营企

业的安全检查工作。

其中， 禁止携带物品为枪支

弹药类、 爆炸物品类、 管制器具

类、易燃易爆物品类、毒害性物品

类、 腐蚀性物品类、 放射性物品

类、 传染病病原体及医疗废物类

等。 而限制携带物品则包括充电

宝、水果刀、球棒、白酒、摩丝、打

火机等 10种物品。

相关工作人员解释道，禁止

携带的是违禁品； 限制携带的是

合法物品， 只是数量多了会有危

险。 根据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限

制携带物品的有关要求， 对携带

本《目录》中涉及的不属于法律、

法规规定的违禁品的乘客可自弃

该物品后进站乘车或者改乘其他

交通工具;乘客拒不接受的，工作

人员可以拒绝其进站乘车;乘客强

行进入车站或者扰乱安全检查现

场秩序的， 工作人员应当制止并

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

条例》早在 2018 年 6 月 1 日开始

施行。《条例》规定，精神病患者、

智障者、醉酒者、学龄前儿童乘车

应当有健康成年人的陪护。 《条

例》还明确禁止了 15 种影响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和环境卫生的

行为，其中包括禁止在车站、车厢

里揽客、拉客、兜售商品；禁止在

车站、 车厢内擅自进行广告、电

影、电视拍摄；禁止携带宠物、家

禽等，导盲犬除外；禁止在车厢内

饮食，婴儿喂食、病人服药除外；

禁止使用滑轮车、滑板、电动平衡

车进站等。 （本报记者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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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

全线开通已有 10 天，但不文明现象

频频发生。为此，工作人员强调，《贵

阳市城市轨道交通禁止携带物品目

录》已在 9 月底开始实施，而《贵阳

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早在 2018 年

6月 1日开始施行，请市民注意相关

规定。

记者从贵阳轨道公司运营分公

司获悉， 目前安检人员每天需要检

查包裹六、七万件，其中有 1 万多件

因疑似有违禁或违规物品而需开包

检查。 从 12 月 1 日 -8 日的安检数

据显示， 贵阳地铁 1 号线总包数达

到 524240 个，因为包内可能含有违

禁品，总开包数为 118811 个，每天

均为上万个。 最后经过安检人员确

认，包含违禁品 194 件，其中包括喷

雾、开封白酒、锤子、发胶、美工刀、

匕首、水果刀、自锁刀等，此外还有

甩棍、指虎等。

除了违禁品外， 不少乘客在车

上有不文明行为。 车上的安全员不

时发现乘客在车上吃东西， 特别是

上班高峰期， 很多乘客为了节省时

间， 将早餐带到车厢内吃。 吃了之

后，不少乘客把垃圾随手丢弃。 1 号

线开通第一天， 车厢地板便油污难

去。 工作人员强调，地铁是一个封闭

的环境，并没有配备垃圾桶，车内禁

止吃东西、扔垃圾，因此希望乘客遵

守规定，留意乘车注意事项。

还有部分乘客在车厢内存在破

坏行为， 如把地铁里的拉手环当成

健身用的 “吊环” ， 在上面荡来晃

去； 很多乘客在车厢座位上直接躺

着睡觉， 还有的乘客鞋子踩在椅子

上，完全不顾他人感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贵阳明确

颁布了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

例》，禁止了乘车时吃东西、丢垃圾

等不文明行为以及破坏行为。 目前，

每个车站在入口处放有相关规定和

宣传册，乘客可自行取用查看。

（本报记者 王芳）

九类物品禁携带

15种行为被禁止

拉手环“玩杂耍”

座椅上“躺卧”

地铁上———

禁止携带物品目录

（一）民用生活生产工具

1、锂电池（充电宝）：累计不

超过 2个。

2、菜刀、水果刀、餐刀、剪刀、

工艺刀、工具刀等，单品刀刃部分

在 10 厘米以上的禁止携带；斧

头、锤子、钢（铁）锉、锥子（尖锐

物）、铁棍等金属利器、钝器，单品

长 25 厘米以上的禁止携带；球

棒、木棍等木质棍状物品，单品长

50-160厘米， 直径 6 厘米以上的

禁止携带。 以上物品均累计不超

过 3把，并保持包装完好。

（二）含有易燃物质的生活物品

1、白酒等酒类（50 度以上），

累计不超过 2 公斤， 且应保持包

装完好；

2、摩丝、发胶、染发剂、冷烫

精、指甲油、光亮剂、衣领净、杀虫

剂、空气清新剂，单品不超过 700

毫升；花露水、香水、洗甲水，单品

不超过 500毫升。以上物品累计不

得超过 1000毫升或 1公斤。 且物

品如有易燃易爆标识的禁止携带。

3、 打火机累计不超过 5 支；

安全火柴累计不超过 20盒。

限制携带物品目录

1号线开通以来，不文明行为频发———

坐地铁 这些事别再做了

市民朋友们：

2018年 12月 1日， 贵阳地铁

1号线全线开通。 作为连续三届获

得“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的城

市，贵阳文明、美丽、清爽的城市环

境是每位市民的骄傲。当我们在享

受地铁为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更

需要充分展现文明城市的良好形

象。 为进一步营造文明、 有序、安

全、和谐的地铁交通环境，让地铁

植入文明基因，成为新时代贵阳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向全体市民

发出如下倡议：

一、文明有序，自律为先。地铁

是城市流动的公共场所，每个人都

应自觉维护良好的乘车秩序。我们

应自觉买票乘车， 候车时自觉排

队，进出站时依次刷卡，车到站时

先下后上； 上车后不躺卧座椅，不

随意拉扯车厢吊环；乘坐时注意尽

量保持坐姿文明，行为端庄，不影

响他人；携带的箱包、雨具等随身

物品不占座；在车站和车厢内轻言

细语，不吵闹喧哗；使用电子产品

时请用耳塞； 不在车厢内饮食、吸

烟、赤脚、脱鞋以及乱扔垃圾，保持

车内环境干净整洁。

二、友善宽容，礼让为先。尊老

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乘车时我们应当主动为老、

弱、病、残、孕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

让座， 在乘车过程中相互体谅、文

明用语、宽容谦让，做到“送一个

微笑、道一声谢谢” ，共同努力营

造温馨和谐的乘车氛围。

三、遵章守法，安全为先。乘坐

地铁要自觉遵守 《贵州省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和《贵阳市城市轨道

交通条例》，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自觉接受安全检查， 不冲闸冲门；

站台指示灯闪烁、警示铃响时请勿

强行进出；候车过程中不倚靠屏蔽

门，车厢内不倚靠车门；非紧急状

态下不触碰应急装置；照顾看管好

儿童及老人；不在站台、电梯和车

厢内推挤、追逐、打闹，确保自己和

他人的乘车安全。

市民朋友们，地铁出行，文明

先行。建设文明地铁需要广大市民

的积极参与，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

力。衷心希望广大市民都能带上文

明坐地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

起，共同监督、劝阻身边的不文明

行为， 让地铁成为展示 “中国数

谷·爽爽贵阳” 美好形象的靓丽名

片，成为展示“全国文明城市” 良

好形象的崭新窗口。

贵阳市文明办

贵阳交通委员会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10日

文明乘坐地铁倡议书

车厢内吃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