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今日调整

邮轮下月交付

津城经过降雨、
大风后，昨日气温明显下降。预
计19至23日，
津城气温将持续走低。其中，
21日白天，
受高空槽影响，
天气转阴，
北部地区或迎小雪，
其他地区
雨夹雪。21日夜间至22日白天，
津城有偏北风4-5级
阵风6级。到了22日夜间至23日，
本市风力较大。
根据气象监测分析，今日晴间多云，微风，最高
气温 9℃，最低气温 1℃。目前来看，周六开始，津城
气温开始急速下降，预计双休日本市在冷空气影响
下，大风雨雪的助力下，日最高气温只有 5℃-6℃，
寒意越来越明显。
新报记者 张珊珊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
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自 11
月 19 日 24 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按照国家规定，
本市 89 号汽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由
6730 元调整为 6880 元，提高 150 元；0 号柴油（标准
品）每吨由 5805 元调整为 5950 元,提高 145 元。其
他品质汽、
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也相应调整。
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
为：89 号汽油 5.14 元，92 号汽油 5.54 元，均上调
0.12 元；95 号汽油 5.85 元，上调 0.13 元。0 号柴油
5.14 元，
上调 0.13 元。
新报记者 郭晓莹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国的邮轮市场被按下了
“暂停”键。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当下，邮轮
旅行何时能够恢复，也成为了旅游行业关注的焦
点。近日，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全新
的邮轮运营团队，为适时恢复中国母港邮轮运营做
好准备。中船嘉年华邮轮在推广及销售旗下第一艘
邮轮——歌诗达大西洋号产品时，将沿用歌诗达邮
轮品牌。载客 2210 人的歌诗达大西洋号，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正式交付至中船嘉年华邮轮，其姊
妹船歌诗达地中海号将于 2021 年 5 月 1 日交付。
新报记者 李文博

设多相位信号灯控制。
此外，友谊路（友谊旭光至宾水道
段）设置的专用掉头通道，只允许由友
谊路（北向南方向）通行的界内机动车
掉头，由友谊路（南向北方向）通行的
界内机动车，
禁止在此处掉头。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于施工区
域道路交通流量集中，预计友谊路、宾
水道、乐园道、越秀路等道路通行压力
将明显增加，尤其高峰时段会出现行

驶缓慢的情况。公安交管部门将增派
警力加大对施工区域的交通疏导管控
力度，建议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时
间和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施工路段。
行经友谊路（增进道至友谊商厦段）施
工区域两侧辅路的车辆及行人需按交
通信号指示通过，减速慢行（机动车限
速 20 公里/小时）。由友谊路（南向北
方向）通行车辆，可绕行宾水道、紫金
山路，乐园道、越秀路、围堤道等道路。

“这里是公安局，
你涉嫌犯罪……”
“失联”
的妻子差点被骗46万

大娘被一通电话吓坏

11月14日18时许，
公安北辰分局天
穆派出所接到一则求助警情，
报警人王先
生从下午开始一直联系不上妻子，
电话一
直处于通话中或拒接状态，
随后又有一陌
生男子接听，
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警
方经过大量工作，
确定了其妻子刘女士于
当日下午进入北辰区一家酒店内。
随后派出所调派警力与处置民警一
同赶往该酒店，
到达刘女士所在房间时，
其一直拒绝开门，
大家透过房间听到刘女
士一直在与他人接听电话，
通过对话内容
判断刘女士很可能正在被诈骗。
经过耐心劝导，刘女士终于打开房
门。通过询问了解到，
刘女士当天下午接
到自称公安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称其
涉嫌非法出入境以及一起洗钱案，
需要其
配合调查并将财产
“监管”
。就在民警赶
到之前，
刘女士正准备将刚刚贷款的 45
万元及 1 万元存款转到对方提供的所谓
“安全账户”
中，
幸亏民警赶到。

11 月 9 日下午，一名神色慌张的大
娘走进公安河东分局常州道派出所值
班室，值班民警发现这一情况，便上前
询问。原来，
从前一天开始大娘陆续接
到多个自称
“上海公安”的来电，对方称
大娘
“涉嫌犯罪”，要求其马上办理银行
卡进行保证金转账，
并强调不许告诉任
何人。
得知具体情况后，
民警查看了大娘的
手机，
发现这几通
“上海公安”
来电皆为网
络虚拟号码。分析这是典型的冒充
“公检
法”
的电信诈骗，
并耐心劝导大娘不要相
信。在了解事情真相后大娘恍然大悟，
对
民警一再表示感谢。最后，
值班民警通过
电话联系了大娘的儿子，
在其到达常州道
派出所后，
又对一家人进行了防范电信诈
骗的相关宣传。
新报记者 常健 张艳
通讯员 宋致强
邵锡恒 张鑫宇 丛彬

民警教你

识骗术
警方提示，
公检法机关
不会通过电话、QQ、微信等
形式办案。公检法机关也不
存在所谓安全账户，
更不会
让公民进行转账汇款。一定
要保护好个人银行卡账号、
密码、
手机验证码，
不要透露
给陌生人。另外，96110 是
反电信网络诈骗号码，
公安
反诈部门一旦发现您被疑似
诈骗电话侵扰，
就会对您进
行提示，
一定要及时接听。

按照《天津海事局决胜污染防
治攻坚
“百日会战”工作方案》要求，
南疆海事局日前指导天津北方港航
石化码头有限公司开展码头防污染
应急演习。本次演练模拟停靠在北
方港航码头 1 号泊位的“抚龙 31”轮
在卸载作业中输油软管断裂，导致
航空煤油泄漏。事故发生后，船岸
双方采取了停泵、关阀、堵漏、清污
等一系列的应急措施，最终使污染
得到妥善处置。
执法人员就演习情况指出演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就进一步落实
主体责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培
训以及进一步做好风险管控等向码
头提出相关要求。执法人员要求码
头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意见相关内
容，
防止事故发生。下一步，南疆海
事局将严格落实天津海事局统一部
署和要求，深入开展辖区决胜污染
防治攻坚“百日会战”专项活动，加
大码头防污染巡查，提升辖区码头
防治船舶污染应急防备和处置能力。
新报记者 张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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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黄磊】11月21日起，
地铁11号线迎宾馆
站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施工区域周边道
路交通组织将同步进行调整。公安交管
部门发布施工区域通行提示，
建议市民
关注通行变化，
提前调整出行时间、
出行
路线。途经施工路段需按照交通标志指
示通行或选择其他道路绕行。
地铁 11 号线迎宾馆站主体施工从
2020 年 11 月 21 日开始，持续至 2022
年 11 月 20 日。施工期间，
公安交管部
门按照
“慢进快出”
的导行原则，
对施工
路段交通流向进行调整，即友谊路（增
进道至乐园道段），禁止机动车由南向
北（乐园道去往围堤道方向）通行（公
交车、界内机动车除外）；友谊路与前
进道交口（由北向东方向），禁止车辆
左转前进道。
据介绍，公安交管部门结合施工
区域交通流分布特点，充分发挥周边
路网通行缓堵效果，对友谊路与宾水
道、乐园道与越秀路等交口交通信号
灯配时及机动车行车道进行局部优
化。在友谊路与宾水道交口增设多相
位交通信号灯，并将该路口南口（友谊
路南向北方向）现状车道调整为 1 条
左转、1 条直行和 2 条右转。北口（友
谊路北向南方向）现状车道调整为 1
条左转、2 条直行和 1 条右转。
将乐园道与越秀路交口西口（西
向东方向）现状车道调整为 2 条左转、
2 条直行和 1 条右转。将友谊旭光北
口（北向南方向）现状车道调整为 1 条
左转、2 条直行和 1 条直行右转，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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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路增进道至乐园道段通行方式同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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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 11 号线迎宾馆站主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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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或迎雨雪

东丽打造
绿色生态屏障区
近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示
了《天津市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规划
（2018-2035 年）》，
规划提出东丽绿
色生态屏障区总面积146 平方公里，
到 2021 年，重点开展古海岸湿地绿
廊、
林水涵养区、
金钟河湿地片区、
华
明有机田园区等四个重点地区建设。
根据规划，
东丽绿色生态屏障区
规划建设成为蓝绿交织、自然共生、
功能健全、
生态优良的城市绿色隔离
带，
培育形成生态养生、
休闲旅游、
文
旅融合、亲近自然的津东宜游宜居
区，
为东丽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生
态环境新动力。
到 2021 年，一级管控区建设基
本完成，
生态屏障功能有效提升，主
要河流水质明显改善，
总体蓝绿空间
占比达到65%；
二三级管控区建设水
平大幅提升，
绿色生态屏障雏形基本
形成，
“津东绿谷，
骏丽两山”
的景观初
步显现。
到 2035 年，绿色生态屏障区蓝
绿空间面积占比达到 70%（一级管
控区 90%）；
一级管控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 31.7%；地表水主要指标达到
IV 类。
新报记者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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