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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孩子上学路将更安全

深圳小学学生致函市长反映交通问题获批复，交警今起 5大措施保师生平安

南方日报讯 （记者/李荣华）深圳小学五年级学生黄丹蕾小朋友和她的小伙伴在“六一”节前，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今年 5月 25 日，深圳市长许

勤回函，答应改变深圳小学周边交通。9日，深圳交警正式来到校园周边调查，并将于今日起在深圳小学附近推出交通严管措施。记者调查发现，学校周

边交通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有效的联动管理，如何在有限空间里实现人流、车流畅通，需要多部门适时科学调动。

写信源于深圳小学一场车祸

记者 9日了解到，写信的原因是源于该校学生的一场车祸。今年 5月 9日，深圳小学一名女生放学时，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被一辆疾驰的越野车撞出

几米开外，造成女生双腿严重骨折。据老师说，该校一直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但 3年内该校发生了两次类似事件。

事发后，学校希望老师、家长甚至学生各方面群策群力，彻底解决一直困扰校园的周边交通问题。刚刚改选完的小学生大队委认为可以给领导写信，

虽然此前学校给街道等部门也曾写过信，但这一次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决定直接向市长许勤反映情况。于是，7名学生各自写出一封信函初稿，由学

校大队辅导老师黄老师整合，最终以五年级三班学生黄丹蕾的口吻而成。学生在给市长许勤的函件里建议，把 4所学校门口的道路改为一条步行街，与东

门步行街连接并综合管理，或在上下学，早上、中午和傍晚 3个时间节点，实行交通管制。

5月 23 日，信函转至许勤市长，25 日许勤作出批示。记者看到，市长许勤在学生函件上的回复中，要求将此函交与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刘庆

生及交警局“阅研”，与黄丹蕾同学及深圳小学等单位沟通，并感谢黄丹蕾同学来信，也祝同学们“六一”节日快乐。对此，刘庆生立即要求深圳交警研

究落实。

交警将严管深圳小学附近交通

记者 9日来到学校周边看到，该校正门门前人民北路，双向单车道，长约 350 米，宽约 7.2 米，往南 200 米外连接东门步行街，校园周边有 82 家小

商铺，每天车辆穿梭如织。而人民北附近除了深圳小学，还有人民小学、深圳幼儿园和财贸幼儿园，近 4000 名学生。“每次过马路总有车闯红灯，从小学

一年级开始就很害怕。”小学生袁浩民称。

中午学校下课时，很多家长前来接学生，学校门口狭小的空间很难容下大量家长和学生，只能站在路上，造成临时拥堵，而一些家长用电单车接送学

生，有学校老师反映，学生家长骑电动车不遵守交规，是交通事故频发的主因。



深圳交警对深圳小学周边交通进一步调研后，于 9日向媒体回应称，为切实改善深圳小学等 4所学校周边道路的交通状况，拟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起

对深圳小学附近道路实施交通严管，并采取相关严管措施。

据了解，此次实施交通严管的道路包括：罗湖区人民北路（立新路口至晒布路口）、立新路全段、新园路全段、晒布路全段、金百利路全段。

深圳交警将采取的严管措施包括：一是限定时段重罚违法停车。工作日 7时—19 时，在上述道路违法停车的处 500 元罚款；因违法停车造成交通拥

堵或交通事故的，处 1000 元罚款；二是划定交通繁忙路段，对违法停车行为使用电子监控设备取证后直接处罚；三是完善相关交通标志、标线、标牌设

置，对部分路段加装物理隔离设施，增设视频抓拍设施；四是辖区罗湖交警大队加派警力，在学生上下学、早晚高峰期加强执法，保证广大师生的交通安

全；五是联动街道、学校，对学生家长、周边商户加强宣传引导，共同维护该片区良好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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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小周边今变严管路

小学生上书市长直言校门口之乱

目睹同学被撞飞 深圳小学学生黄丹蕾致信市长许勤获批复 交警部门部署管制

我们学校一直把我们学生的安全放在首位，经常采取多种方式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然而从这件事中，我便想，是不是我们学校门口的道路设置有问

题呢？

——深圳小学五三班学生黄丹蕾给市长许勤的一封信（节选）

请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交警局与黄丹蕾同学及深圳小学等沟通，提出可行办法，切实保障学生的安全。

——市长许勤的批复

本报讯 （记者余琴摄影报道）今年 5月 9日，眼看一名同学刚走出校门就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小车撞出几米，造成双脚严重骨折，深圳小学五年级学

生黄丹蕾受到很大触动，提笔给深圳市市长许勤写信，反映学校周围违停、乱摆卖的问题。她的信很快得到了许勤市长亲笔批示，表示要提出可行的办法，

切实保障学生的安全。深圳交警今日开始，将该校周边路段设为严管路，司机违停的一律罚款 500 元处理。

目睹同学被撞 她被震动

5月 9日，小研兴高采烈地走出校门。当她来到门口马路时，被一辆急速驶来的小车撞飞了几米开外。经过医院检查，小研双腿严重骨折。这一幕深

深印在小丹蕾脑海里，在她记忆中，这是同学在校门口马路上发生的第二起交通事故。

深圳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学生黄丹蕾给许勤市长的信中写到：“我们学校一直把我们学生的安全放在首位，经常采取多种方式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然

而从这件事中，我便想，是不是我们学校门口的道路设置有问题呢？”

在老师辅导下 “上书”建议

昨日，记者见到了给许勤市长写信的小丹蕾，她个子高高，黑黑瘦瘦戴着眼镜，说话声音轻轻的。她是深圳五年级三班的学生，担任学校大队委员。

辅导老师评价她说：“很内秀，很有才气！”这位腼腆而文静的女孩告诉记者：“学校门口的道路十分窄小，周边也有众多商铺，很多货车都在道路上随便

停放。每到放学时间，许多家长又是开车前来接送，因为货车违停进不来也是随便停放，把校门口一带围得水泄不通。而且经常有商铺乱摆卖，小贩推车

还要占据道路，同学们过马路只能见缝插针。” 小丹蕾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上学放学，每天都提心吊胆。自己每天都从后门进出。

小丹蕾说，学校不只一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未有改善，少先队决定号召学生向市长写建议信。在老师辅导下，她向深圳市市长许勤写了一

份建议，反映学校门口遭遇乱停放、乱摆卖、乱扔垃圾等问题。“作为一名大队委员，我有义务为学生的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份建议，反映学校门口遭遇乱停放、乱摆卖、乱扔垃圾等问题。“作为一名大队委员，我有义务为学生的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建议仔细 指附近有 82 商铺

她告诉记者，共有 10 个学生代表参与讨论，7人动笔写，然后挑出一份，自己很幸运被挑中了。记者了解到，学生写给市长的这封信总共有三页纸，

作为大队委员的黄丹蕾写得最好，被推选为代表。五年级一班的袁皓民也参与了写信。他说：“每次经过十字路口，都有电单车横穿闯红灯。”

记者看到，这封给市长的信除了指出了交通隐患，内容调查得也十分仔细，指出附近有 82 家商铺，而其中经常要堵马路搬货的五金店就有 42 家，而

且还不时焚烧废物。

5月 23 日，学生们的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发到了市长邮箱。5月 25 日，许勤在来信上批复。记者在批复上看到，请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交警局与黄

丹蕾同学及深圳小学等沟通，提出可行办法，切实保障学生的安全。感谢黄丹蕾同学的来信，也祝同学们六一节快乐。

记者调查

深圳小学正门 违停、乱摆卖堵道确实严重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人民北路的深圳小学正门。这里地处深圳最繁华的商圈东门，小学门口正对着一个肉菜市场，鱼腥味弥漫，一个穿着暴露的内衣

广告牌正对着小学，从校园内就能看到该广告。道路十分狭长，是一条长约 350 米的双车道单行线，临街商铺众多繁杂，包括有五金店、面馆餐饮、市场

等。周边商铺林立，不少店主把货物直接堆放在人行道上，行人只能被迫走上了马路，加上违停的车辆，令这条两车道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由于附近有

多个批发市场，送货的电动车在这里也是“横冲直撞”。

在距离正门不到 100 米的一家五金店门口，2辆小车就停放在道路上占据一车道，造成车辆通行缓慢。当记者跟随交警前往查处时，一名司机突然从

店内走出来，立即将车开走。而另一名司机则等待装货物，说拿上货物就走，实则停了十几分钟。

交警告诉五金店老板，今后装货卸货都要开到停车场去，不能在店铺门口，否则处罚 500 元，女老板立即高呼：“那我这生意没法做了！周边哪有停

车场啊？要走好远！”

交警举措

深圳小学周边多路段设为严管路 违停罚 500 元

记者从深圳交警局了解到，从今日开始，围绕着深圳小学、人民小学、深圳幼儿园以及财贸幼儿园的路段设为严管路，包括：罗湖区人民北路（立新

路口至晒布路口）、立新路全段、新园路全段、晒布路全段、金百利路全段。从周一到周五，早上 7点到晚上 7点，司机违停的一律罚款 500 元处理。因

违法停车造成交通拥堵或者交通事故的，处 1000 元罚款。

此外，将完善相关交通标志、标线、标牌设置，门口将划上红色斑马线，对部分路段加装物理隔离设施，增设视频抓拍设施。辖区罗湖交警大队加派



此外，将完善相关交通标志、标线、标牌设置，门口将划上红色斑马线，对部分路段加装物理隔离设施，增设视频抓拍设施。辖区罗湖交警大队加派

警力，在学生上下学、早晚高峰期加强执法。并联动街道、学校，对学生家长、周边商户加强宣传引导，共同维护该片区的良好交通秩序。

交警局相关人员说，以前学校门口是两通道的，已将把学校门口改造成一个通道的方案上报，等候审批。用栏杆在学校门口围成一个封闭空间，方便

市民接送孩子。然后在两侧设立斑马线，设立信号灯。这样既让学生有接送区不用到处乱过马路，也让车辆减速，降低安全隐患。针对车辆较多的情况，

交警也建议学校错峰下课，每个年级错开 5分钟出校门，可以减少道路上的车辆。

市长回信你才管？

交警回应喊“冤”

为何等到市长指示，交警局才推出这样的办法？针对质疑，交警也在喊“冤”。相关人员说，交警只能查处没有驾驶人的违停车辆，但这些卸货车辆

往往坐有司机。每逢学校上下课，他们其实一直都会派出协管员和义工到现场维持秩序，也多次向家长倡导错峰出行的观念，但成效甚微。

例如在学校门口设置等候区，还需要交委审批，所以整治想要立竿见影，还需要其他兄弟部门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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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

136 个单位完成“反暴恐”培训

南方日报讯 （记者/杜啸天 通讯员/刘波）记者从罗湖公安分局获悉，围绕“高效处置、减少伤亡”、“贴近实战、以训促战”的工作思路，罗

湖公安深入辖区 48 个重点目标单位和 234 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突发性“反暴恐”防卫及危机应对技能培训工作，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及自救

互救能力。

据罗湖警方介绍，截至目前，罗湖辖区 16 家市一、二级重点目标单位，32 家区级重点单位已完成本单位反恐演练工作。罗湖机训大队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对培训后返回单位的参训人员回访情况看，此次培训能够初步达到预期效果。万象城、京基 100 等单位的参训保安经理们纷纷表示，

罗湖分局的反恐训练搞得很及时，训练组织也很到位，他们一定按照警方的模式加强自己单位的反恐训练。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 136 个单位完成

了培训，已有近 100 个单位正在组织安保力量开展专项训练工作，其余单位也已制定了训练计划。罗湖警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对辖区余下的 140 个还

未进行培训的单位依次展开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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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暴恐”培训进社区

罗湖警方开展“反暴恐”实战技能培训

本报讯 （记者崔宁宁）记者近日从罗湖警方获悉，为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自 5月 29 日开始，罗湖警方围绕“高效处置、减少伤

亡”、“贴近实战、以训促战”的工作思路，深入辖区 48 个重点目标单位，234 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突发性“反暴恐”防卫及危机应对技能培训工作，

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及防卫自救能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 136 个单位完成了培训，已有近 100 个单位正在组织安保力量开展专项训练工作，其余单位也已制定了训练计划。罗湖警方正

在紧锣密鼓地对辖区余下的 140 个还未进行培训的单位依次展开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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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 PK19 家 违建电梯仍在建

罗湖新港鸿花园一栋楼业主集体出资加建电梯，一家业主反对

旧小区没电梯咋办？只要全部业主同意并自筹资金报题通过后就可以建，罗湖区新港鸿花园已经有 5栋这么做。但小区内依然有不少楼层未取得一

致意见，比如 11 栋的一户业主就坚决反对，原因是电梯透明玻璃对着他家冲凉房，怕被偷窥，有噪音也影响风水。

南都记者走访发现，尽管规划局确认该电梯为违建，但猫捉老鼠的戏码却在上演，反对者见有人动工就到处举报，邻居见执法人员不在就继续动工。

1家人 PK19 家人，尽管反对建电梯的业主有政策支持，但违建电梯依然在建造中。

焦点到底装不装电梯？

从上个月 25 日开始，罗湖区新港鸿花园 11 栋 102 的业主林兴陆开始跟他同栋楼的其余 19 家业主渐行渐远，甚至见了面都是剑拔弩张。

为何？他的邻居们凑钱，请来施工队，开始在他家旁边挖坑并敲敲打打，琢磨着建一条电梯。

“这个电梯对我们一家来讲，意义确实不大”，昨日上午，林兴陆告诉南都记者，他家是一楼和二楼打通的复式房，平时上上下下都是自家楼梯，根

本不需要电梯。

根据小区物业管理方面一内部人士透露，电梯除了负一层是用实际的水泥钢筋结构组成，从一楼到六楼，全部外面是玻璃幕墙包围起来，无论是坐

在电梯里面或者外面的人，都能互相透过玻璃幕墙看到对方。这个理由，也成为林兴陆坚决站在其他电梯对立面的主要原因。林兴陆说，新建起来的电

梯，玻璃幕墙距离自家窗口的楼距太窄了，经过二楼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厨房，而经过三楼，可以看到自家的卫生间和冲凉房，“这些地方都是比

较隐私的，但又需要经常开窗通风透气，电梯一旦建起来，我家到底是经常开窗还是关窗？”

当然，林兴陆还认为，这个电梯一旦建起来，总是要产生一些噪音，“对我家有影响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支持它建起来”。

博弈 19 家支持 1家反对

显然，林兴陆的反对有理有据，且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

在林兴陆看来，依照规定，在本栋楼加装电梯，必须取得所有业主的同意，他反对，电梯就不能建；此外，就算是自己同意了，也还要到执法部门

进行备案、报建，取得相关报批手续之后才能动工，“现在没人跟我商量，就这样动工了，显然是不合理的”。



昨日上午，南都记者来到位于罗湖区翠竹北路新港鸿花园 11 栋，在林兴陆家旁边，已经挖起来一个面积约 10 平方米、深约 2米的大坑，有三名工

人正在忙于施工。面对这些在自家旁边动土的施工人员，林兴陆的做法就是不断打电话到各个部门去投诉。

10 时许，在林兴陆再次投诉后，罗湖区翠竹街道执法队 3名工作人员又再次到了现场，此时，一名自称是其余 19 家业主代表的倪先生正在现场指挥

工人继续挖坑，而林兴陆也只能站在距离坑五六米的位置跟执法人员不断陈述自己的观点。执法人员多次劝说施工人员停工无效，最后说要报警，施工

人员才停下手来。

12 时许，南都记者离开新港鸿花园，下午 2时许，南都记者返回现场，施工继续进行中。已经不在家的林兴陆致电南都记者，他早就叫家人举报，

但没人来。

反驳多数业主坚持要建

当然，作为林兴陆对立面的其余 19 家业主，早在 2年前也有自己的声音。

从这些业主 2012 年 11 月份向新港鸿花园物业管理处递交的《申请安装电梯报告》中这样描述，这栋楼的业主入住已经很长时间，对花园很有感情，

邻里和睦，本栋现住有老幼十多人，由于历史原因，该栋没有电梯，使老人儿童出入有诸多不便，生活举步维艰。

这份《申请安装电梯报告》中，有其余 19 家业主的联合签名，而林兴陆却被“代表”了。据描述：“为此，全体业主经过几次友好协商，一致同意

筹集资金安装电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筹集资金人民币 60 万元，望批准并协助安装为盼。”

自称代表业主们的倪先生认为，林先生的家门开在另外一个方向，根本不会影响邻家出行，而电梯因为是玻璃幕墙，不会影响采光，更重要一点，

这栋楼建电梯，根本没有向林先生筹集任何费用。

倪先生说，本次修电梯，从 3楼开始筹钱，但 3楼属于志愿，因为面积问题，4楼两户各派 3万，两户各派 2万，5楼两户各派 4.5 万，两户各派 3

万，6楼、7楼都是复式，一户出 10 万，另一户出 7万。

关于该电梯的合法性问题，倪先生承认电梯目前还没有报建，“我们找不到报建的地方，要走什么程序，要去哪些部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要打

电话找你们过来，这里的老人很多，上下楼很不方便，建个电梯又不影响他什么”。

调查自建电梯的小区不少

实际上，新港鸿花园作为一个始建于 2000 年的小区，虽然与百仕达花园、万事达名苑共同组成了一个社区，小区内建有中心花园、儿童游乐场、网

球场、肉菜市场、东湖中学、国际幼儿园和近万平方米大型商场，但因为楼龄问题，不少小区始建之初并没安装电梯。



昨日下午，南都记者在该小区走访发现，小区内后来经过业主协商后，自己筹钱加建电梯的楼层已经有 5栋，其余部分没加建电梯的楼梯在加装过

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矛盾。

“只要全部业主同意，没有人投诉，一般是可以建起来的，虽然很多开始没有报建，但执法队一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直眼，至于建好之后，有没有补

充报建，有没有备案，那是不会有人理会的，这个建起来也确实方便了不少人”，小区业主陈先生如是说。

但是，不仅仅是新港鸿花园，在深圳不少地方，旧城改造加装电梯的速度推进并不快。陈先生分析称，一些住在底层的业主反对的主要原因，也可

能是因为房价问题，“高层一旦加装了电梯，房价势必上涨，住在底层的业主房子就比之前更加不好卖”。

广东本地业主肖先生认为，不少本地人很重视风水，像电梯这种东西，在风水里面使用很慎重，听说开门见窗会退财。采写：南都记者 周伟涵

各方说法

物管：断电仍阻止不了施工

昨日中午，新港鸿花园物业管理处张经理称，这件事物业管理处管不了，但 19 户业主的行为确实违规，在开始建的时候，物业处也叫保安去组织，

但每次去，业主们就叫一些大爷大妈来，叫他们不要阻挠施工，“我们没权力动手，只能汇报给相关部门”。物业方也试图通过停止供电的方式阻止施工，

有业主就让施工方去自家拉电用。

执法队：已经下达通知书

昨日上午，翠湖街道执法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部门已经向新港鸿花园 11 栋其中 19 户业主送达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通知书》要求业主们

立即停止违法建设和违法用地行为，不停止的，将依法对抢建部分进行拆除。“不是我们不作为，而是我们的人力不够，总不能 24 小时在那里盯着阻止

施工”，该负责人称，“如果业主在这个时间内拿不到任何报建手续的批复，就必须进行回填，如果不回填，将上报相关部门，等领导进行处理”。

规土局：有一家反对就不行

未征得全部同意便是违建，罗湖区规划土地监察局相关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征得所有业主同意，也没有备案和报建，就加建电梯，就是违

建，就必须依法进行拆除，执法部门将依法进行拆除、罚款或者扣留施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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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骑自行车栽倒身亡

急救车迟到 称报警的路人不熟路误导 120

南都讯 记者刘颖 昨日上午，罗湖区东门街道兴湖路新一佳商场门前，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后经过抢救无效身亡。

目击者介绍，上午 9时许，在位于东门片区的兴湖路新一佳商场门前，一名男子骑自行车由北往南行走在人行道上，突然从车上栽倒

在地面上，随即没有了意识。路边的几名市民连忙拨打 120，但是救护车却一直没有赶到。

随后，东门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并且从附近找来了医生和护士，对倒地男子进行抢救。东门派出所民警介绍，男子姓任，今年 48

岁，属于心脏病猝死。

深圳市急救中心介绍，昨日上午 9时 54 分，120 接到 110 转报警，称东门新一佳门口有人晕倒，最近的罗湖中医院救护车已出车，120

调度员于 9时 56 分调派罗湖医院救护车出诊。9时 58 分，罗湖医院出车。但报警人告知的地点是文锦中路东门新一佳，后才确认真实地

址在兴湖路新一佳(也在东门)，出诊人员在向 120 指挥中心汇报后，于 10 时 21 分抵达现场。此时已有社区医师正持续不断行心肺复苏术。

深圳市急救中心表示，120 救护车 23 分钟到达现场，最主要原因是现场报警的路人不熟悉东门片区路况，误导 120 救护车绕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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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硕士骗人真敢吹 谎称有 2480 亿国家资产

涉嫌诈骗罪已被批准逮捕

本报讯 （记者王纳 通讯员郑妙璇）前有湖南两农民冒充联合国高官要求监狱释放囚犯的闹剧，现有东北“硕士”冒充国家特经办工作人员持

2480 亿元巨额的国家资产寻找理财公司的骗局。近日，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陈某及其同伙林某。

陈某自称其受一位国家退休老干部的委托，帮国家特经办工作，2013 年 12 月，国家将 2480 亿元的国家额度款转至陈某账户，然后由其出面利

用这笔钱在国内、国际上投资理财为国家创收。

今年 4月 21 日，从事理财业务的被害人支某得知了该消息，欲向陈某提供理财服务。于是，支某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陈某的朋友林某，请求林

帮助自己与陈某建立联系，洽谈该笔理财生意。林提出需先支付 50 万元人民币的活动费用方能联系陈前来，支某表示同意。22 日，支某转账 45 万

元人民币到林指定的账户，后又交付 7万元现金给林某。23 日，陈某、林某和支某到某银行进行验资，陈某先从银行 VIP 室出来，后将三份该银行

出具的户名为陈某的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对账单、个人存款证明、客户回单交给支某。随后，支某对陈某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不料发现这些资料全

为伪造。

27 日，三人再次会面，支某称陈某的银行单据都是伪造，不能进行理财操作，要求陈某归还 52 万元人民币。陈拒绝并准备离开，支某不让陈离

开。随后陈报警称被非法拘禁，民警将陈某、林某、支某带回派出所。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林某承认该银行单据均系伪造并非由银行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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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频道报道 有着 1600多名学生的深圳小学，地处东门闹市区学校门口路面狭窄车辆川流不息，给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安

全隐患，三年学校门口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深圳小学一名学生做出一个决定，给市长写信！学生黄丹蕾说写这封

信源于学校门口的一起交通事故。三年内两起事故，受伤的都是学生。了解到深圳小学地处人民北路，立新路和晒布路路段，只有 7.2

米宽的两车道马路而这条两车道的马路就有两说小学，两所幼儿园，共 4000多名学生每到上学放学时间，家长的小车门口的货车混行。

门口的交通隐患更加严重，老师和学生的担忧萌发了给市长写一封信的念头，经过黄丹蕾个多名老师的修改，一封给市长的信就发出去

了。没想到市长回信了，然后相关部门就到实地调研。随后交警部门也表示，6月 10日将相关路段设为严管路段。

■都市频道报道 9日上午 11点左右罗湖区蔡屋围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记者到现场了解到并无人员受伤，而发生爆炸的是收废

品收来的船用信号弹。收废品的老板表示因为好奇所以只是发射了一个信号弹，并不是人们说的爆炸。他表示会将剩下的信号弹上交到

派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