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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控制性详细规划》
C-03-04地块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控制性详细规划》C-03-04地块用地规划条
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潭门镇中心渔港滨海大道
与富港街交汇处西南侧，用地面积为8516平方米(约12.77亩)，现拟修改
用地性质和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11月15日至12月26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
www.qionghai.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
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
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陈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1月14日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A-01-01 、A-01-02、A-01-03
地块部分用地规划条件及用地性质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A-01-01、A-01-02、A-01-03地块部
分用地规划条件及用地性质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
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北部，金海路延长线西侧，用地面积为13141.8m2

(约19.71亩)，现拟修改用地性质和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11月
15日至12月26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琼海市政府门户网
（http://www.qionghai.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
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
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
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陈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1月14日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规S1-5-07
地块局部用地性质修改及确定规划指标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规S1-5-07地块局部用地性质修改及
确定规划指标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嘉积镇豪华路以北，
兴工路以东。用地面积为1893平方米(约2.84亩)，现拟修改用地性质和
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11月15日至12月26日）。2、公示地
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www.qionghai.
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
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陈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1月14日

海南忠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我司定

于2017年11月23日上午十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拍卖下列旧机
动车辆：琼AE0366（登记时间为2007年1月的思威牌DHW6461小
型普通客车），参考价2.9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车辆展示时间和地点：2017年11月20--22日本公司地址停车场。
说明：拍卖成交后先过户后提车；过户所需一切费用（含税、费）由

买受人全部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22日16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72号海口旧机动车辆交易市场服

务大厅二楼
电话：0898-66803369 1387624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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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组

团白驹大道南侧E40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拍卖出让的E4002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白驹大道南侧，

土地面积为18626.39平方米（合27.94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年期为70年。

根据海口市规划局《关于用地规划条件的复函》（海规函[2016]
264号），E4002地块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容积率≤3.0，
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建筑限高≤100m。 其他规划控制要
求详见海规函[2016]264号。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需是海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且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无闲置

用地（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无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
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

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
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楼面地价竞价举牌，
E4002地块的拍卖起叫价（楼面地价）为1409.00元/建筑m2，每次加价
幅度为人民币10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的土地竞买保
证金为7873.38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
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
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1日至2017年12月5日16:00整（北京
时间）。

五、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17年12月11日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7年12月12日16:00

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举办。

六、其它注意事项
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
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2、本次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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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组

团白驹大道南侧E43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拍卖出让的E4302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白驹大道南侧，

土地面积为32361.18平方米（合48.54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年期为70年。

根据海口市规划局《关于用地规划条件的复函》（海规函[2016]
264号），E4302地块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容积率≤2.6，
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建筑限高≤80m。 其他规划控制要求
详见海规函[2016]264号。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需是海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且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无闲置

用地（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无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
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

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
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楼面地价竞价举牌，
E4302地块的拍卖起叫价（楼面地价）为1453.00元/建筑m2，每次加价
幅度为人民币10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的土地竞买保
证金为12226.0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
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
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1日至2017年12月5日16:00整（北京
时间）。

五、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17年12月11日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7年12月12日16:00

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举办。

六、其它注意事项
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
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2、本次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15日

（2017）第11号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组

团白驹大道南侧E45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拍卖出让的E4502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白驹大道南侧，

土地面积为132627.73平方米（合198.94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
地，出让年期为70年。

根据海口市规划局《关于用地规划条件的复函》（海规函[2016]
264号），E4502地块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容积率≤2.6，
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建筑限高≤80m。 其他规划控制要求
详见海规函[2016]264号。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需是海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且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无闲置

用地（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无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
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

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
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楼面地价竞价举牌，
E4502地块的拍卖起叫价（楼面地价）为1453.50元/建筑m2，每次加价
幅度为人民币10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的土地竞买保
证金为50120.02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
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
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1日至2017年12月5日16:00整（北京
时间）。

五、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17年12月11日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7年12月12日16:00

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举办。

六、其它注意事项
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
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2、本次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15日

（2017）第12号

为满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对公证工作业务的需要，海南省公证协会决
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7名公证员（聘用制）和
考核任职公证员若干名（聘用制），现将招聘
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彻公开、平

等、择优的选拔原则。
二、公证员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招聘岗位：东方市、五指山市、屯昌
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等7市（县）
公证处各1名。

（二）招聘条件：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公道正派，遵纪守法，品行端正；2.身体健
康，能吃苦耐劳，爱岗敬业，乐于奉献；3.男女
不限，至报名截止日年龄在25周岁至60周
岁；4.具有公证员执业资格；5.原则上要求
2017年12月能上岗。

三、考核任职公证员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考核任职公证员招聘岗位不定，由

海南省司法厅、海南省公证协会根据全省各
公证处的需求进行择优聘用、统一安排。

（二）招聘条件：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公道正派，遵纪守法，品行端正；2.身体健
康，能吃苦耐劳，爱岗敬业，乐于奉献；3.男女不
限，至报名截止日年龄在55周岁以下；4.从事
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或

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审判、检察、法制工
作、法律服务满10年的公务员、律师。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应聘：
1.受过刑事处罚的;2.曾被开除学籍、单

位除名、开除公职的;3.有吸毒、赌博、个人信
用极差等情形的。

五、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和方式：
1.本次招聘报名时间：2017年11月15

日-2017年11月30日。2.现场报名：应聘人
员可在报名期间的工作时间，到海南省公证协
会现场书面提交报名申请。应聘人员报名时，
应仔细填写《海南省公证协会公证员招聘报名
表》并在承诺书上签名。现场报名地点：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6号省律师公馆二
号别墅205室。联系人：吴如君，咨询电话：
0898-66278192。现场报名需携带的材料：1
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1张，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公证员执业证原件
及复印件或者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3.网上报名：应聘者将身份
证、毕业证、公证员执业证或者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律师资格证书）的扫描件和本人近期免
冠彩色电子照片以及填写好的《海南省公证协
会公证员招聘报名表》（从海南省公证协会网
站下载，网址：http//www.hansgzxh.com）
发到邮箱：hngzxh@126.con。

(二)资格审查

报名工作结束后，由海南省司法厅、海南
省公证协会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应聘人员请于2017年12月5日至10日
期间登录海南省公证协会网站查询是否通过
报名资格审查。

(三) 招聘考试
应聘公证员的，参加专业能力测试和面

试，考试总成绩为专业能力测试成绩×60%+
面试成绩×40%。总成绩均在海南司法行政
网上进行公布。专业能力测试和面试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应聘考核任职公证员的，免
予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但应进行考察。

(四)考察与体检
依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招聘岗

位1：1的比例确定考察、体检人选。对进入考
察（网上报名的人员需提供证件原件）、体检
人选采取函调或实地考察等形式进行考察。
考察和体检合格的，确定为拟聘用人员。拟
聘用名单在海南司法行政网站上公示7天。

六、其它事项
1.待遇面议。2.公证处与聘用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3.一个岗位报名人员
超过2人，如本人服从调剂的，则先进行调剂；
经调剂后，一个岗位报名人员仍超过2人则采
取综合考评的方式择优确定聘用人员。

海南省公证协会
2017年11月15日

海南省公证协会2017年招聘公证员公告

经我局以《关于完善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口经济学院
征地手续问题的请示》(海土资征字[2017]423号) (公文卡号：
20171562924) 报市政府批准同意，由我局与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签订70.443 亩《解决用地遗留协议书》，并已完善征地手续。现
我局决定注销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用地范围内的个人土地证，该
学院用地范围内的个人土地证(详见附表)将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15 日之内向我局琼山

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证
注销手续。

特此通告。
附件：工商学院注销统计表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 王承贵，电话65923122 )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9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陈碧霞
陈进华
冯所云
洪月波
胡 二
蒙莉
蒙凌
吴海娃
吴坤文
吴乾东、李爱鸾
吴秋花、吴清江
许秀春
张会龙
张会权
张亚动
张亚光
张亚劳
张亚六
张玉昌
陈德香

N11671
N13414
2006000659
45033
N11685
2002003683
2002003684
N11698
N11702
N11703
46263
N11799
N11690、N11691
N11665
N11688、N11689
N11669、N11697
N11693
N11687、N11686
N11672、N11673
N12310

序号 土地权利人 注销土地证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李和益
唐有浩
张兴旧
黄正谦
唐甫发
唐贵全
唐全发
田红英
王金兰
黄丽贵
黄丽琼
林春燕
阙 六
阙关进、吴 三
阙九四
唐江成
唐文燕
唐江成
郭文
何会明

N12295
N12303
N13714
N11680
N13718
N13710
N13717
N13708
N11681
2008001647
N12306
2008001646
N12308
N12313
N12309
N12307
N12315
N12307
2006001954
2006001951

序号 土地权利人 注销土地证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何建海、何建强
黄和权
黄和玉
瞿德忠
瞿秀凤
王祥华
王祥荣
文传美
文国标
文国材
文国强
文家红
文琼花
许家齐
翟其超
翟其富
翟世华
黄婧
李明英
李佩琼
瞿德成
吴良兴
吴良禄

2004001195
2007001656
2007001657
2006001947
2006001953
2006001946
2006001955
2006001956
2006001945
2006001943
2006001949
2006001961
2006001948
2007001660
2006001959
2006001952
2006001962
2007001662
2006001950
2006001944
2006001960
2006001957
2006001958

序号 土地权利人 注销土地证号

关于注销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用地范围内个人土地证统计表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7] 419号

女不

女不
女不

日常火灾防范知识普及之六

家庭火灾防范家庭火灾防范（（之一之一））

家具家具、、被褥被褥

家具被褥等起火家具被褥等起火（（床床、、沙发沙发）：）：一般用水一般用水

灭火灭火。。用身边可盛水的物品如脸盆等向火焰用身边可盛水的物品如脸盆等向火焰

上泼水上泼水，，也可把水管接到水龙头上喷水灭火也可把水管接到水龙头上喷水灭火；；

同时同时，，把燃烧点附近的可燃物泼湿降温把燃烧点附近的可燃物泼湿降温。。但油但油

类类、、电器着火时不能用水灭电器着火时不能用水灭火火。。

日用危险品日用危险品

香水香水、、花露水花露水，，

空气清新剂等物品空气清新剂等物品，，

其原材料多是化学危险品其原材料多是化学危险品。。如摩丝的主要成如摩丝的主要成

分有树脂分有树脂、、酒精和丙烷酒精和丙烷、、丁烷等易燃易爆有机丁烷等易燃易爆有机

化合物化合物；；有些香水的酒精含量高达有些香水的酒精含量高达7070%%以以

上上；；以上这些生活用品如果保管或使用不当以上这些生活用品如果保管或使用不当，，

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就有可能引发火灾。。

11、、空气清新剂空气清新剂。。属于液体压缩物属于液体压缩物，，在阳在阳

光直射光直射、、高温环境和其他意外受力作用下高温环境和其他意外受力作用下，，罐罐

内压力偏高内压力偏高，，可能导致爆炸起火可能导致爆炸起火。。应远离火应远离火

种种、、热源热源，，储存于阴凉储存于阴凉、、通风处通风处。。

22、、喷发胶喷发胶。。包装为高压的铁罐包装为高压的铁罐，，温度过温度过

高有爆裂危险高有爆裂危险。。使用时应避免摔砸使用时应避免摔砸，，避免与硬避免与硬

物碰撞物碰撞。。储存时应远离火源避免日光直晒储存时应远离火源避免日光直晒，，勿勿

放于超过放于超过4040℃℃的环境中的环境中，，用完的空罐勿投入用完的空罐勿投入

火中火中。。

33、、香水香水。。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香水中酒精含量香水中酒精含量

较高较高，，具有较高的火灾危险性具有较高的火灾危险性。。温度较高时温度较高时，，

香水有机溶剂的挥发量会增大香水有机溶剂的挥发量会增大，，香水瓶一旦香水瓶一旦

承受不了内部压力承受不了内部压力，，就可能发生爆裂就可能发生爆裂。。应储存应储存

在干燥在干燥、、阴凉阴凉、、通风通风、、隔热隔热、、无阳光直射且远离无阳光直射且远离

火源的地方火源的地方。。使用时应注意远离火源使用时应注意远离火源。。

44、、指甲油指甲油。。内含内含7070%%至至8080%%的挥发性溶的挥发性溶

剂剂，，属于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化学品，，其中的硝化纤维素在空其中的硝化纤维素在空

气中易自燃气中易自燃。。应储存在干燥应储存在干燥、、阴凉阴凉、、通风通风、、隔热隔热

的地方的地方。。涂抹指甲油应在通风的环境中并远涂抹指甲油应在通风的环境中并远

离火源离火源、、热源热源。。

55、、花露水花露水。。花露水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酒花露水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酒

精精，，具有较高的火灾危险性具有较高的火灾危险性。。贮存时应当远离贮存时应当远离

火源火源，，不能靠近暖气不能靠近暖气，，贮存温度不能高于贮存温度不能高于

3535℃℃。。抹完花露水后不要立即使用火或者靠抹完花露水后不要立即使用火或者靠

近火源近火源，，相距相距11米以内就有点燃的危险米以内就有点燃的危险。。

66、、杀虫剂杀虫剂。。受热受热、、受剧烈震动会爆炸受剧烈震动会爆炸。。注注

意远离火源和电源意远离火源和电源，，不要将其对着火源喷射不要将其对着火源喷射，，

避免产生摩擦静电避免产生摩擦静电，，避免剧烈摇晃避免剧烈摇晃。。储存于阴储存于阴

凉凉、、通风的地方通风的地方，，避免高温暴晒避免高温暴晒。。

客厅卧室火灾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