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天津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赵云克 美编：孟宪东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17日
19时30分至1月18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
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月17日19时30分至1月18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82例
（中国籍160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
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
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波兰籍1例），治愈出院162例，在院
20例（其中轻型5例、普通型15例）。

1月17日19时30分至1月18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累计122例（境外输入117例），其中尚在医学
观察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99例、转为确诊病
例19例。

截至1月18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0191人，尚有46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1月17日19时30分至1月18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互联网上出现大量类似“星耀
五洲售楼处一名中介带的客户确诊阳性”等津南区海教园附
近发现“新冠确诊病例”的传言，记者与市防控指挥部联系，确
定这些都属于谣言。

昨天上午，互联网尤其是微信朋友圈出现各类“天津存在
确诊病例”的传言。类似“星耀五洲售楼处一名中介带的客户
现已确诊为阳性，售楼处正在封闭消杀，后续等待政府有关部
门通知是否集中隔离”“1月15日有新冠肺炎确诊人员的宿
舍舍友到访过嘉泰翰林学府、星耀五洲、富力又一城等售楼
处”“一房产经纪人新室友为大桥道员工……同寝室室友确
诊”，等等。记者从市防控指挥部获悉，以上均为谣言。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请大家一定做到以官方信息为准，不
信谣不传谣。

网传津南区海教园附近房产经纪
售楼处等出现新冠确诊病例

这些都是谣言！别信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春节将至，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委日前组织召开的2021年
价格监管政策提醒告诫会上了解到，我市
市场监管部门将在两节期间，重点打击粮
油肉禽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高
端白酒等相关领域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维
护市场价格秩序稳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当前虽受疫
情、寒潮等因素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上
涨幅度较大，但相关部门已在调拨、物资储

备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保供稳价，有基础、有
能力确保今年两节期间价格形势好于去年。

会上讲解了价格法律法规中关于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价格欺诈、不明码标价等违法
行为的内涵、具体情节和相关罚则，以及连带
产生的信用影响等法律后果，告诫各参会单
位追求合法利润，不赚昧心钱，不发国难财，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维护
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高端白酒价格稳定，

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不触碰价格违法
行为红线，否则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同时，
倡导经营者主动作出价格自律承诺。市市场
监管委还将对高速公路救援拖运，公众停车，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燃气经营者、餐饮经营者
进行专项提醒告诫。

部分与会天津药店联盟、大型连锁超
市、蔬菜批发市场、菜市场负责人纷纷表态，
一致表示将切实落实各项价格法律法规和
政策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在两节期间进一步
加大价格监管、价格执法力度，通过加强监
测、市场巡查检查、约谈、提醒告诫、办理投
诉举报、曝光违法案件等方式，重点加强对
粮油肉蛋菜奶等日用品、口罩等防疫物资、
电商平台、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领域的价
格监管，严厉打击散布涨价信息、价格欺诈、
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屡查屡犯等价格违法
行为并严格处罚，维护两节期间和两会期间
价格秩序。

我市重点打击生活必需品等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确保春节菜价形势好于去年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徐慧）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我市采取
有效措施做深做细做实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市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以下简称CPI）上涨2.0%，同比回
落0.7个百分点。分项看，食品烟酒价格上
涨6.5%，服务价格上涨1.5%，工业品价格下
降1.1%。在总水平2.0%的涨幅中，滞后因

素约为1.7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0.3个
百分点。
从月度数据看，1月份CPI高点开局，同

比上涨4.6%；2月至10月份，我市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认真落实各项保供稳价任务，
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扩大蔬菜种植面积，
成效渐显，食品价格加快回落，推动CPI总水
平迅速回落，至10月份同比涨幅已回落至
0.5%。从11月份开始，CPI翘尾影响进一步

减弱，推动CPI同比由升转降，11月至12月
份CPI同比分别下降0.4%和0.2%。
从构成CPI的八大类看，2020年居民

消费价格“五涨三降”。其他用品和服
务、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7.9%、
6.5%、2.6%、0.7%和 0.2%；交通和通信、
衣着、医疗保健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2.9%、
1.5%和 0.1%。

积极应对疫情不利影响

2020年我市CPI累计上涨2.0%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市医保局
获悉，自今年1月1日起，我市再次扩大京津
冀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范
围，新增106家医院为京冀参保人员提供异
地门诊直接结算服务。

据介绍，京冀参保人员按照参保地医保
部门有关规定办理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
备案手续后，可到我市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
算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就医、刷卡结算，
无需个人垫付费用、往返两地报销，及时让
医保便利化服务惠及企业、惠及人才，助力
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吸引企业来津投资兴

业，为京冀人才在津创新创业期间，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医保服务。同时，做好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有利
于减少因生病就医导致的人员流动，切实加
强疫情联防联控。

2019年以来，立足推动京津冀医疗保
障协同发展，我市承接了国家医保局京津冀
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试点任务，主动
与北京市、河北省对接，积极推动三地实现
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并最终与北京市和
河北省成为首个通过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实
现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的统筹区域。

2019年年底在南开医院和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试运行，2020年 9月将试点范围扩
大至62家。今年1月 1日，我市再次新增
106家京津冀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定点
医疗机构，将试点范围扩大至168家，覆盖
全市所有行政区域。
本次新增106家定点医疗机构，将天津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
心等三级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范围，加强
妇女儿童医疗保障；将眼科、骨科、精神科等
专科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范围，进一步满
足来津人员和随迁家属、子女就医需求。

京津冀异地就医更加便利

我市新增106家门诊直接结算医院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近日，市民张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位于梅江的山姆会员商店出售一款“抗
病毒冲锋衣”，宣传牌上称冲锋衣的科技涂层
可有效阻隔病毒，被疑是借疫情做虚假宣
传。“穿件衣服就能抗病毒，这不是糊弄人
吗？执法部门不能袖手旁观。”

1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山姆会员
商店，在售卖衣服的区域，一眼就看到架上
摆放的这款“抗病毒冲锋衣”。用手摸上
去，衣服与普通的单层冲锋衣没有什么区
别。在衣服吊牌上看到，这件衣服品牌为
“ALLCOME”,品名是“男式抗病毒风雨
衣”，产地为辽宁丹东，公司名称为扬州牛
牛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衣服的材质成分为
100%聚酯纤维（涂层除外）。衣服上方的
宣传牌上写着“Viral-off科技涂层有效阻
隔病毒”。

消费者刘先生驻足在货架旁，仔细看着
吊牌上的信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出疑惑：“衣服吊牌上的抗病毒，让我停下了
脚步。新冠病毒肆虐，最近疫情防控形势又
严峻了，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如今衣服
也能抗病毒了吗？这么重大的科研成果，怎
么从没有听说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噱头，
商家想借着疫情做虚假宣传。”

记者咨询山姆会员商店内的现场导购：
这款衣服究竟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病
毒？对方摇头，说她也不清楚。
非药品和医疗器械却使用“抗病毒”的说

法，是否违反《广告法》？记者将情况反映给
西青区市场监管局大寺市场监管所。1月14

日，执法人员到场进行了调查。大寺市场监
管所所长韩建军表示，经过上报西青区市场
监管局研究后初步认为，该款商品名称是“抗
病毒风雨衣”，属于商标范畴，并不是广告宣
传，不适用于《广告法》。但衣服使用“抗病
毒”作为名称，确实不妥，容易给人以误导，他
们后续会调查商品是否具备抗病毒功效等其
他问题。

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秀杰表
示，这款所谓的“抗病毒风雨衣”非药品或
者医疗器械，那么，不管其是否具有抗病毒
功效，或是否具有相关机构出具的抗病毒
检测报告，依据法律规定都不允许使用“抗
病毒”名称。而且，“抗病毒”用在商品名称
上也极易使消费者误解，尤其是在当下全
社会抗疫防疫期间，很容易产生不良社会
影响，相关商家应当主动予以改正，相关行
政机关也应当依法制止干预、追究商家的
相关行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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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1月18日，我市
推进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
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483件。其中：
滨海新区2200件、和平区366件、河东区
750件、河西区703件、南开区832件、河
北区 582件、红桥区 314件、东丽区 629
件、西青区764件、津南区818件、北辰区
896件、武清区753件、宝坻区826件、宁
河区 568件、静海区 814件、蓟州区 616
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件、
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
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
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
况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
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
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曲晴）日前，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了2020年12月我市及各区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12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5.12，同比下降5.2%；达标天数22
天，同比增加1天；达标比例为71.0%，同
比上升 3.3%；无重污染天，同比减少 2
天。PM10、SO2和O3浓度均同比上升，升
幅分别为1.3%、20.0%和9.3%；PM2.5、NO2
和 CO2 浓度均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
12.9%、1.8%和16.7%。
12 月，各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

3.27—5.71之间，按照综合指数和综合指
数改善率各占50%权重进行排名，排名较
好的区为蓟州区、宝坻区和和平区，较差的
区为津南区、宁河区和滨海新区。
对照12月份空气质量综合排名结果，

对以下各区给予财政奖补，额度依次为：蓟
州区140万元、宝坻区120万元、和平区
100万元、北辰区80万元、南开区60万
元、河北区40万元、河东区20万元。对以
下各区实施扣减财力，额度依次为：津南区
140万元、宁河区120万元、滨海新区100
万元、西青区80万元、静海区60万元、红
桥区40万元、东丽区20万元。按照有关
规定，武清区和河西区不予奖惩。

山姆会员商店卖“抗病毒冲锋衣”？
被疑借疫情做虚假宣传

上月各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布

地铁7号线六里台站
进入实体施工阶段

大喇叭响起来
疫情防控进农家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少串门、少摆席、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疫情
防控不放松……”昨天上午8时，位于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的
4处12个大喇叭就开始响了起来，嘹亮的声音在冬日的小山
村上空回荡……
在村民高翠莲家，她一边喷洒酒精给洗手间消毒，一边认

真听着广播。她说，现在通过大喇叭知道了很多疫情防控知
识，比如，少串门、少摆席、不聚集。过去每到冬季农家乐旅游
歇业，村民们时常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现在为了防控疫情，
家人都不会再串门聚集了，安心在家里打扫卫生，烹饪美食，看
看书报，享受冬日悠闲的生活，还可以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正在收听广播的还有村民高志强。他说，村里的大喇叭

广播非常好，里面介绍了很多现阶段接待游客的具体要求，比
如，接待游客数量要严格限制，游客入村进院要扫码、测温，并
出示健康码等，这些规定不但可确保游客安全，也可确保整个
村庄疫情防控安全。另外，虽然目前游客不多，但根据大喇叭
广播，全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客房、厨房等地方的消毒，确保安
全卫生，不留死角。
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办公室，村干部董云鹏正在转播区、

镇疫情防控大喇叭广播。他介绍，这个广播从8时开始一直
持续到18时，循环播放，广播内容主要是上级部门对疫情防
控的要求部署、疫情防控常识、涉及疫情防控安全的村规民约
等，以不断强化村民疫情防控意识，做到人人知晓，户户落实，
疫情防控不留空白。
穿芳峪镇毛家峪村，村里的大喇叭也在广播，覆盖了整个

村庄。
村民王贺玉说，过去有个别老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现在

通过大喇叭广播，老人们都自觉戴上了口罩，还养成了勤洗
手、常通风等良好习惯，自我防护意识普遍增强了。
蓟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人表示，全区上下全面落实

市防控指挥部要求部署，充分利用大喇叭广播、明白纸等手
段，向农户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全面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坚决守好首都“东大门”。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昨天，记者从市
教委获悉，2021年我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
考试面向全体初中毕业学生实施，成绩总
分为30分，纳入升学考试成绩总分。明年，
我市中考体育分数将增加10分，变为总分
40分。
据了解，2021年中考体育考试成绩由

平时成绩（满分18分）和体育统一测试成
绩（满分12分）构成。平时成绩由体育课
成绩（满分7.5分）、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
活动成绩（满分2.5分）、学生体质健康达
标成绩（满分8分）三部分构成。
体育统一测试内容分为必测项目和限

选项目。男生必测项目为1000米跑，女生
必测项目为 800 米跑，此项满分均为 4
分。限选项目共两项，男生、女生第一限选
项目相同，即“50米跑、一分钟跳绳、立定
跳远”三选一，此项满分为4分。男生第二
限选项目为“掷实心球、引体向上”二选一，
满分为4分；女生第二限选项目为“掷实心
球、一分钟仰卧起坐”二选一，此项满分为
4分。
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有残疾证）的考

生，可申请免试，体育考试成绩以满分30分
计入升学总成绩。因严重伤病长期免修体
育课及不能参加平时体育活动和统一测试
的考生，可申请免试，体育考试成绩按18分
计入升学总成绩。过于肥胖或患病不适于
参加统一测试长跑项目的考生，可申请该
项目免试，该项目成绩按必测项目成绩满
分的20%，即0.8分计算。

今年体育中考
分数为30分
明年将上涨到40分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日前，由中建八局华北公司施工的
地铁7号线六里台站顺利完成交通导行，标志着车站前期工
作全部结束，正式进入实体施工阶段。
六里台站为地下两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全长520.9

米。该站位于卫津路与鞍山道交口南侧，为地铁7、8号线换
乘车站。由于地处枢要，项目部采用一次封围、快速导行的施
工方法，在交管部门的指挥配合下，高效、有序地完成了封围
导行工作，下一步，项目将进行地连墙导墙施工。

17日，中铁十四局集团二公司津沧项目部首批20余名一线建设者
连夜奔赴河北省石家庄市，紧急驰援黄庄公寓隔离场所项目建设，贡献出
我市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赵璐摄

驰援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