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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关注第 157 场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随着春节临近，不少人选择在津就地过年，为保证市民安全有序出行，
我市各景点、公共场所等加大疫情防控、宣传等相关工作力度，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市委宣传部：
春节假日期间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谢谢你留在我的城”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万红）
“线上线下浓浓的年味儿，
据了解，从腊月二十八开始，津云新媒体将联合“声、屏、
将使疫情防控中的这个春节特殊而温馨，
文化过大年、处处
报、网、端”
形成传播矩阵，
隆重推出
“津门新春大拜年”
在线互
都有
‘戏’
，
将成为今年天津春节的特点和亮点。”
昨天，在第
动活动，组织各行业的模范典型、文艺名家和广大网友以短视
157 场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委
频的方式拜年，祝福党、祝福祖国、祝福天津、祝福家人朋友。
宣传部副部长杨君毅介绍了我市春节假日期间文旅活动的 “V 观剧场”App 已正式上线，集中推出全国各地 500 余部精
总体安排。
彩演出，广电高清机顶盒
“北方演艺”
专区、天津 IPTV
“V 观剧

市卫健委：
细化界定城镇农村区域 返津返乡人员向目的地直接咨询

我市已连续 65 天未发生本土疫情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万红）
“截至目前，我市已连续 65
天未发生本土疫情。进入冬季以来，我市也未发现本土感
染者。现在全国仍有 10 个高风险地区、48 个中风险地区，
依然存在疫情输入风险，
不可掉以轻心，不可麻痹大意。
”
昨
天，在第 157 场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
市卫健委副主任、市疾控中心主任顾清介绍了我市春节
假日期间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据介绍，目前我市仍面临疫情输入风险，包括境外
“人”
和
“物”
输入我市的风险同时存在；
我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依然存在；防护和管控措施一旦松
懈，
也会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春节即将来临，为有效防控疫
情输入和传播风险，
确保群众有序安全顺利返津返乡，我市
出台了一系列防控政策措施。
”
顾清说。
一是明确中高风险地区返津返乡人员防控措施。高风
险地区人员或近 14 天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不返津。
中风险地区人员或近 14 天有中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春运
期间原则上不返津，
如确需返津，须经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批准，并持有 72 小时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地区人员春运期间返津，须持
7 日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二是精准规范低风险地区返津返乡人员防控措施。针对
低风险地区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
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确需返津，以及返回
我市农村地区的返乡人员，应当持 7 日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其他人员应当持健康码“绿码”出行，在体温
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序流动。
三是加强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对符合出行条件的返津
返乡人员，持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不需要隔离。
但是，对于返回城市地区的人员要做好个人健康监测，遵守国
家及我市疫情防控政策；对于返乡人员进行 14 天居家健康监
测，做好体温和症状监测，在返乡第 7 天和第 14 天分别做 1 次
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流动，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四是进一步明确城乡地区概念，便于群众对政策的理
解。目前，我市 10 个涉农区已根据各区实际情况，细化界定
了城镇农村区域。返津返乡人员可与目的地有关区直接进行
咨询。

市商务局：
五项举措保障春节市场供应

场”
专区将整合推出更多新剧目。
在推出线上精彩活动的同时，我市各文艺院团、演出
场所和文惠联盟，精心准备了戏曲、话剧、相声、歌舞、交响
乐等 200 多场好“戏”。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我市还组
织全市文艺工作者以小分队的形式深入基层一线，把好节
目送到群众中，用文艺提气打气鼓气。

市交通运输委：
为就地过年群众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地铁代寄
“一封家书”快递企业
“不打烊”
万红 张雯

本报讯（记者
婧）昨天，在第 157 场天津市新型
开车前 15 天以上调整为开车前 8 天以上。购买春运期间机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委副
票的市民，也可办理免费退票或至少一次改期。
主任、新闻发言人刘道刚表示，
我市出台了涉及公交、地铁、出
在运输保障方面，公路交通开辟了绿色通道，保障过节物
租、应急保障等十个方面的多项措施，
全力为就地过年人民群
资快速通过
“卡口”
查验。铁路优先保障节日物资、电煤、防疫
众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物资运输。港口也开启绿色通道，优先安排民生物资、应急物
公交方面，将全力保证公交运能运力，春运期间密切监
资作业，
落实航道优先、
泊位优先、
作业优先、
疏运优先，
确保物
测客流变化并及时调整运力，春节期间较去年同期日均将
资快速接卸周转。机场则开展春运志愿服务
“暖冬行动”
，
招募
增投 13 万公里，增幅达 25%。地铁方面将在场站悬挂“福” 志愿者，
加强航空货物作业执勤，
调配专用通道接卸重要物资。
字，营造节日氛围，并策划推出“一封家书”代为乘客邮寄，
对于留津过年的农民工，将打造年节暖心工地，公路、港
还提供“留言板”方便乘客表达对家乡亲人的祝福。出租汽
口、
机场等建设工地将为他们发放
“留岗红包”
，
送春节礼包、
团
车 方 面 上 线“ 天 津 出 租 ”App，方 便 乘 客 使 用 手 机 打 出 租
圆饺子，
给予生活补贴，
组织联欢活动等。此外，
还将持续开展
车。我市还调配了 2000 部应急出租车及时疏解天津站、天 “保畅通、
有温度、
优服务”
活动，
高速公路服务区将在农历大年
津西站等枢纽场站短时大客流，强化运力保障。此外，共享
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早晨为留津过年的群众提供免费饺子。
单车也将在春节期间推出多项优惠活动。青桔单车推出春
对于节日期间的应急保障，相关部门将及时应对灾害天
节假期免费骑行活动，哈啰单车推出春节期间无限次骑行套
气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响应和保通保畅预案。
餐，美团单车则在原有 7 天套餐基础上开展春节降价优惠。
在应急物资保障上，将加强运输应急储备，调集冷链、普货、危
春节期间，全市邮政、顺丰、京东、圆通、中通、申通、韵达、
货、客车 619 部，24 小时全方位承担应急运输任务。在保障
百世、德邦、极兔等 10 家规模以上寄递企业“不打烊”，保证快
公共交通运营安全上，将督促公交、地铁运营企业对线路、场
递物流正常配送。
站做好安全生产隐患检查，加大运营行车安全检查力度，全力
铁路客运免费退票期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来的
保障春运期间运营安全。

市交通运输委：
全面做好交通运输行业疫情防控

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等企业主体春节
“连市”
万红 张雯

本报讯（记者
婧）昨天，
在第157场天津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商务局副局长刘福强表
示，
春节期间，
市商务局将根据今年春节市民出行少、
留津过节
群众多的实际，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市场保供。
春节期间，市商务局将重点采取五项举措，保障春节市
场供应。一是狠抓货源渠道。推动批发市场、超市等市场
主体巩固原有货源、拓展新的渠道，做好商品储备。目前，
韩家墅、红旗、静海海吉星等七大批发市场以及华润万家、
物美等 4 家连锁超市已拓展新货源渠道（应急货源渠道）47
个，每日可新增肉类供给 105 吨、蔬菜 255 吨、鸡蛋 101 吨，
保障城市“菜篮子”。二是搞好产销对接。在供给端，市农
业农村委汇集了 128 家蔬菜、30 家生猪、45 家鸡蛋应急保
供基地；在需求端，筛选了华润等 4 家连锁超市、韩家墅等

鼓励采用人脸识别等非接触方式进站
19 家重点批发市场及 63 家标准化菜市场，建立了应急保供
对接机制，一旦市场需求增加，可及时进行产销对接，补充货
源。三是加强监测调度。建立了覆盖 240 家批发市场、超市
本报讯（记者
婧）昨天，在第 157 场天津市新型
和菜市场样本企业的监测体系，每天监测进销存及价格，可第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委副
一时间捕捉市场异常波动，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市场。 主任、新闻发言人刘道刚就今年春节假期和春运期间交通运
四是强化疫情防控。在搞好市场供应的同时，毫不松懈地抓
输行业推出了哪些疫情防控具体举措进行了解答。
好疫情防控。要求商业综合体、大型商场、超市和菜市场等重
“防是首要，
保是关键，备是保障，
我们将全面做好春节假
点场所，加强工作人员值守，营业员和消费者必须坚持测温、
期和春运期间交通运输行业的疫情防控，
让群众出行高效、安
戴口罩、看健康码，
做好店内消杀，加强通风换气，保持营业场
全、便捷。”刘道刚表示，公交、地铁、出租、共享单车等城市交
所卫生清洁，创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五是推动春节连
通运输板块，将严格落实消毒、通风、测温、扫码、戴口罩等防
市。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与菜市场春节连市经营，保障
疫要求，把疫情防控中形成的如地铁“七个百分之百”、公交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目前统计，春节期间，上述企业主体基 “四全一转”
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交通场站要减少人员聚
本全部营业。

万红 张雯

市商务局：
春节聚餐时间尽量控制在 2 小时以内 人数最好不要超过 10 人

外卖骑手增员两成以上 保障
“居家年夜饭”
送到家
本报讯（记者 万红 张雯婧）昨天，在第 157 场天津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商务局副局长刘福
强表示，针对今年留津过年、居家过年的情况，市商务局倡
导
“居家年夜饭”
消费模式。
在送年夜饭到家活动中，市餐饮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动
员各大餐饮企业面向全市推出多套不同档次餐饮。目前，
已
有 30 多家餐饮企业提供“年夜饭到家”服务，有不同的价格
档位供市民选择。送团餐到企活动，
将满足企业留津人员、
养老机构消费需求，
由餐饮企业开发多款套餐供应市场。送
外卖到点活动则主要是针对多样化的个体消费需求，
提供特

图书大厦、
新华书店主要门店实行连市，
推出
“谢谢你留在
我的城”
“辛丑贺岁·新春阅读文化集市”
等文化惠民活动。全市
各大影院精心做好春节档影片排片和放映，
多部最新贺岁片将
集中上映。天津电影公益放映平台也将推出经典影片展映，
市
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此外，
全市主要景区在节日期
间将举办一系列具有节日特色、
吸引群众互动参与的活动。

色餐饮服务，
市民可通过关注天津商务官网、
津云网、
“购天津”
微信公众号、
餐盟公众号、
餐宴网等查询相关服务信息。
将在饿了么平台搭建天津年夜饭会场专区，
向留津过年群
众推出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新年套餐。春节期间，
美团外卖配
送员工将达到 6200 人，比去年春节增长 21%；饿了么将达到
4800人，
在岗配送员工比去年增加30%；
京东快递将达到2450
人，
比去年春节增加1000余人，
以保证商品流通快捷畅达。
此外，市商务局再次提示市民，
春节期间应尽可能减少不
必要的聚餐活动；如聚餐，时间尽量控制在 2 小时以内、人数
最好不要超过 10 人，以保证安全消费、健康消费目的。

集，鼓励采用人脸识别、刷证核验等非接触方式进站，有序疏
导乘客分散候车（机）、排队登车（机）等。高速公路收费站和
服务区将强化环境管理和疫情防控，严格查验健康码、督促佩
戴口罩、测量体温，
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处置。对进口冷链食品
集装箱运输将实施 24 小时全程监控，并稳妥有序做好国际航
班旅客转运、船员入境换班等工作。同时，全力保障春节和春
运平安有序。科学安排班次计划，加大重点区域、农村地区运
力投放。与铁路车站、机场全面对接，
加强出租车、公交车、地
铁等交通接驳，及时疏运旅客，
避免造成人员聚集。加强路网
运行动态监测，及时发布路况信息，
引导公众错峰避峰出行。

市人社局：
保障留津员工温暖过节、
稳定就业

鼓励企业
“发红包”网上招聘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万红）昨天，记者从第 157 场天津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倡导和保障留
津员工在津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市人社局副局长李惠
廷介绍，市人社局联合多部门，于 1 月 2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
“专
项行动主要针对在津就地过年的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有
转移就业意愿的我市农村劳动力、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
等重点帮扶对象，重要医用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生产、保障
城市运转等相关企业，以及其他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推出
系列举措，让留津员工留得安心、暖心。
”
据了解，我市鼓励全市各类企业发放
“留岗红包”
、提高就

餐标准、安排特色员工活动等方式，保障留津员工温暖过节、
稳定就业。政府部门协调餐饮商超、医疗卫生、治安消防等服
务供应保障，确保企业和留津员工过节期间的正常生产生
活。同时，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鼓励制定错峰放假和调休
计划，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以岗留工、以薪留工。对
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返还、以工代训
补贴等相关政策。
此外，我市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建立帮扶台
账，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缺工情况，
依托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
障机制，优先支持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春节期间，人社部门
将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李惠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