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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高气温
或将突破历史极值

疫情快报

2月18日18时至2月19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2月18日
18时至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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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8日18时至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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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例（中国
籍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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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例，在院13例
（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9例）。

2月18日18时至2月19日18时，我市新增1例无症状
感染者（境外输入、中国籍），累计143例（境外输入138例），
其中尚在医学观察5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16
例、转为确诊病例22例。

第14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捷克。该患
者自捷克布拉格经波兰华沙转机，乘坐航班（LO093），于2月
18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3℃，申报无异
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当日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
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9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
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139例无症状感染者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
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2月1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1041人，尚有28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廖晨霞）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印发
天津市医疗救助办法的通知》，明确未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供养、低收入人员待遇的我市重度残疾人救助办法按照我
市有关规定执行。

我市医疗救助对象包括以下人员：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成员；低收入家庭成员；符合我市规定的其他特殊
困难人员。
《通知》明确，医疗救助对象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按规定进行补贴。
医疗救助对象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按照

自然年度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待遇，自被确定为
医疗救助对象的次月起享受相关医疗救助待遇。大病保险
通过降低起付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取消封顶线等方式，对医
疗救助对象实施倾斜支付。

医疗救助对象在医疗救助定点医药机构门诊发生的符
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
及急诊、抢救等报销范围内（以下称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
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按规定比例
和限额给予门诊救助。

医疗救助对象在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含门诊特
定疾病，下同）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以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实行
住院救助，并适度向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人员倾斜。

医疗救助对象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住院救助等报
销后，累计个人负担部分按规定比例进行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并设定救助起付标准和最高救助金额。

医疗救助方式及其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救助金额，
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救助基金运行等情况确定并适时作
相应调整。

本报讯（记者王睿）春节期间，全市应急系统主动扛起安全
之责，强化落实督查整治，筹划部署应急准备，有效保障安全生
产。春节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应急值守岗位，24小时
做好全市应急救援、灾害防控、12350举报电话接听、安监平台
监控等工作。2月11日至2月17日，共接听群众来电300余
个，每天对全市1225家重点生产经营企业进行视频巡查。全
市共派出13098个检查组、2.98万人次，深入继续施工的49处
建筑工地、正常生产的1712家劳动密集型企业、1703个快递物
流网点，以及在用的88个防疫安置场所等重点部位开展检查，
督促整改隐患6129处；并且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市1271家危化
企业采取网上监管与不间断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监督。

本报讯（记者张璐通讯员徐慧）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
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我市CPI环比上涨1.2%，涨幅较
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6%，降幅较上月扩大0.4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1月份我市食品价格上涨5.6%，对CPI上涨的
贡献率约为78.0%，是拉动CPI上涨的首要因素。食品价格上
涨主要受元旦前后全国大范围寒潮天气给蔬菜生产造成的不
利影响，叠加节日消费拉动需求上涨，另外，周边地区发生疫情
也给农产品运输造成短期冲击，其中鲜菜、鸡蛋、猪肉、禽肉类
价格分别上涨23.0%、19.7%、9.8%和1.5%；鲜奶、海水鱼、牛肉

价格则分别下降2.1%、2.0%和0.8%。非食品价格上涨0.3%，
其中家庭服务、汽油、金饰品、衣着价格分别上涨4.4%、4.2%、
4.1%和1.1%；旅游、私房房租、西药价格则分别下降1.3%、
0.7%和0.6%。

从同比看，1月份我市CPI 继续保持下降态势，构成
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呈现“四降一平三
升”，其中交通通信、衣着、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
格分别下降 5.3%、3.9%、1.4%和 1.4%；居住价格持平；食
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2.0%、0.5%和0.4%。

1月份我市CPI环比上涨1.2%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从本月20日起连续5天，《百姓
问政》推出特别节目——“向群众汇报”承诺2021年20项民
心工程。节目邀请承担民心工程任务的20个委办局相关
负责人，现场对2020年民心工程完成情况进行回顾、总结
经验，并介绍今年工程项目，承诺完成任务。节目中，嘉宾
还针对相关工作落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难点堵点问题进
行讨论，探讨解决之策。

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中就包括：提升完善冷链和进
口食品追溯平台，由市市场监管委承担。市市场监管委党
组书记、主任林立军在节目现场表示，天津通过“五不准”
监管方式，严把进口冷链食品关口，百姓可通过“天津追
溯”二维码，实现扫码查询追溯信息。今年这个追溯平台
还将扩大范围，纳入更多品类的进口食品，保护舌尖上的
安全。

菜市场、便利店能满足百姓就近购物的需求，相关工作
今年再次纳入民心工程，将新建、提升改造7个标准化菜市
场，新建100个品牌连锁便利店。同时，建设改造标准也在
提升，今年年初市商务局发布《天津市标准化菜市场建设与
管理规范》，未来菜市场发展方向、规划建设、建筑设施等方
面都将进一步提升，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此外，市发
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居民小区公共充电
桩、智慧平安社区建设等民心工程相关项目。

《百姓问政》推出特别节目

向群众汇报民心工程情况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春节假期过后，津城气温迅速回
暖，让人感觉春天已经越来越近了。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
分析，周末气温继续攀升，今天最高气温或将达到21℃，有可
能接近甚至超过历史同期最高值。

昨天，在暖阳的照耀下，津城气温一路飙升，市区14时最
高气温升至18.2℃，今天，气温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可能
突破20℃。不过，眼下正值2月，冬春交替，气温起伏不定，春
意融融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周初，冷空气就将带来气温
波动，21日夜间到22日，在冷空气影响下，津城将出现大风降
温天气，气温坐上过山车，23日最高气温将下降至6℃左右。

2月份最高气温如果能达到20℃，算不算异常？市气候
中心气象专家分析，春天升温比较快，且气温变化频繁，某一
次天气过程持续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偶尔出现的气温高点不
能算异常。从往年2月的气温情况看，1966年出现过最高气
温21.4℃，1992年和1996年的最高气温均达到20.8℃，1963
年和1977年2月最高气温也突破了19℃，最近几年来看，
2017年2月最高气温也出现过17.3℃的情况。

■本报记者马晓冬

今年春节，你消费了多少？在这个久违的
热闹新春，线上线下持续融合，过年“新招”不
断解锁，就地过年释放需求，津城的节日市场
格外红火。
据统计，全市200家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

企业春节假期实现销售额15.9亿元，比去年春
节增长64%，比2019年增长 16%，餐饮、零
售、文娱等多个领域都实现了开门红。这张春
节“账单”反映出市场的活力，也体现了人们对
新年的期待。

说起春节的忙碌程度，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月
强直言“没想到”：“之前大家都在观望，我们有6家门店，节前
的预订都不是很多，但到春节出现了井喷式的暴发。”顾客爆
满，人手是否充足？“就地过年也让我们受益了。”孙月强笑着
说，很多员工没有返乡，店里也提前储备了服务人员和厨师，
所以用工并不紧张。

除夕是春节的重头戏，孙月强介绍，当天，店里在晚间
时段连续接待了两批吃年夜饭的客人。“这在以前是很少
见的。”

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店里的招牌菜销售超过5000
份，比 2019 年增长 20%以上，单店的平均营业收入也比
2019年增长超过30%。与此同时，疫情让很多人养成了点
餐后外带回家的习惯，与2019年春节相比，他们的外带订单
量增长了10倍以上。新春开门红让孙月强对未来信心满
满，“民以食为天，大家对餐饮的需求很大，我还是很看好餐
饮市场的发展。”

今年，线上礼盒的销售也颇为火爆，我市一家老牌餐饮企
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的酱货礼盒、八大碗礼盒和面食
礼盒是电商平台上的“爆款”，仅在今年春节前的销售额就达
到了去年全年的一半。
“去年年底我们推出了‘移动厨房’，由厨师带着工具和原

材料上门烹饪，顾客可以线上下单，在家就能享受到酒店的服
务，这也是我们今后长期推出的业务。”该负责人表示。

今年春节，餐饮销售明显回暖，我市重点监测的27家餐
饮企业春节期间营业额达 1192 万元，较去年春节增长
52.5%，较2019年增长23%。

“各种礼盒、糕点卖得都很好，我们这里还投放了政府储
备白菜，每天都能卖1吨左右。”在大润发紫金山店，到处都能
看到推着购物车的顾客，门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和2019年春
节相比，今年店内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有增长。春节假期，市商
务局监测的103家连锁超市共实现销售额3.4亿元，同比增长
4.2%，较2019年增长3.6%。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张莉一家春节期间没有外出旅游，
商场就成了她去得最为频繁的场所。“有时是我们全家三口，
有时是我带着孩子，玩一些卡丁车之类的游乐项目或是看电
影。”她告诉记者。

像张莉一样，各大商场、购物中心成为许多人节日里购物
休闲的首选，在河西区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购物10倍积分
活动和主题市集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今年1月新开业的影城
更为这里增添了人气，据购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正月初一
到初六期间，影城就迎来了3.57万人次的观影人群。
“国际品牌、儿童用品和餐饮都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节日

期间的日均客流量达到7.2万人次，比2019年增长了50％。”
他表示。

节日期间，汇聚众多商业体的金街人流如织，日均客
流量达到35万至4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较2019年增
长33%。

市商务局监测显示，我市27家购物中心春节实现销售额
4.74亿元，比去年增长1.8倍，较2019年增长16%。除此之
外，23家百货商场实现销售3.4亿元，比去年增长1.7倍，比
2019年提高了41%；4家奥特莱斯销售额1.33亿元，同比增
长1.6倍，较2019年增长13%。

穿上中国古典服饰、做好发型、站在喜庆的背景前……
今年春节，市民李女士和父母一起到照相馆体验了“新年全
家福”。

为了让全家留下这个特别的瞬间，李女士费了不少力
气。春节前半个月，她就在电商平台的直播间里下了单，然而
到了想去拍的时候，才发现春节假期里预约火爆，可选择的时
间所剩无几，最后订到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店。
“我觉得过年来拍新年照还是挺有意思的，虽说自己有相

机，但是照相馆拍得更专业，尤其是爸妈平时不爱打扮，在这
里还能做个发型化个妆，也是很好的回忆。”她兴致勃勃地向
记者展示了照片成品，一家三口的穿着年味儿十足，脸上喜气
洋洋。

看演出、赏冰雪、游古镇……节日期间，全市推出了杨柳
青年货节等年货市集、水滴冰雪嘉年华等冰雪节活动以及
200多场话剧、相声、歌舞、交响乐等文艺演出，使市民的节
日生活格外丰富。而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普及，有更多的人
在留津过年后采取了网上“云拜年”“云聚会”的方式与亲友
“相会”：有的利用视频会议把各地亲朋好友拉到一起举行网
上年会，还有的拍摄了拜年短视频发给家乡的亲人，抖音平
台上以“天津 拜年”为主题的各类短视频播放量达到了近
2000万次。

过年的“新玩法”不止于此，今年，还有一些市民选择
“轰趴”或在度假酒店度过春节，百度本地搜索数据显示，春
节前一个月内，“轰趴”“温泉”“山景”等热度上涨了10%到
30%，西青区的一家“轰趴馆”春节期间的订单量达到平日
的两倍。

可“到家”的年夜饭 满满当当的购物车 节日“菜单”上的新玩法

右图：昨天，我市气温攀升，外出的市民逐渐增多，部
分景点、商业街区人流增加。 本报记者赵建伟摄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春节期间，全市各大商圈、旅游
景区、主干道路沿线，道路交通压力增加。据了解，为有效
应对“就地过年”带来的交通出行变化，全市交警自2月11
日起，按照既定计划启动了高等级勤务，重点加强城市主
干道和繁华商业区、出行热点地区的警力部署，重点强化
了市区古文化街、大悦城、天津之眼等重点商圈周边的交
通管控，通过加强组织疏导，规范行车秩序，并针对节日期
间出行规律，结合往年特点对假期出行情况总体研判，提
前向社会发布交通流量研判情况和部分易拥堵路段的分
流绕行预案。

全市连续多日组织开展全市集中统一夜检治理行动，实
行多警联动、统一查控，及时消除了潜在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王音）据市邮政管理局统计，今年春节期间
（2月11日至17日）全市邮件快件处理量达1017.9万件，创
历史新高。其中，邮件快件揽收量达611.4万件，同比增长
201.6%；邮件快件投递量达406.5万件，同比增长137.2%。

今年春节，受电商节日促销和群众留津过年等因素影响，
“居家经济”“线上产业”等新型消费迸发新活力，促进寄递需
求不断提高。百姓有需求、政府有组织、企业有准备。全市主
要寄递企业落实“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要求，加强与上游
商家的对接，动态调节运力和人力，近1200个邮政快递网点
照常营业，1.5万余名邮政快递员工坚守一线、服务百姓，为保
障节日期间群众寄递服务需求、保障寄递网络有效稳定运行、
保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作出积极贡献。

全市道路交通秩序良好 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处理邮件快件超千万件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40期3D开奖公告

7 2 9
天津投注总额：44005244005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91注
256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30 2209 112915 27+04

第2021018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1注
16注
249注
1077注
8590注
18811注
103820注

3665268元
17766元
2283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8560864元

京津冀联动处置危险化学品事故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昨天获悉，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牵

头，会同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订《京
津冀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协调联动应急方案》，从信息互通、
联合会商、应急支援和联动处置等方面，建立京津冀应对危险
化学品事故协调联动机制，应对跨区域危险化学品事故，提升
三地协同处置危险化学品事故能力。

根据方案要求，京津冀三地将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
急救援队伍信息共享、常态化联络和预警通报，分析研判危险
化学品事故风险，研究制定安全防范应对措施。在危险化学

品事故处置过程中，三地应急管理部门将及时开展信息通报
和联合会商，并根据其他省、市的支援请求，组织调动危险化
学品事故专家、物资装备和专业救援队伍等力量参与处置，实
现应急救援支援力量联动和统一指挥调度。同时，方案还对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交通、电力和通信保障等
方面作出了相应规定。据了解，为确保《京津冀应对危险化学
品事故协调联动应急方案》落地见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应
急管理部门将联合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提升三地
协同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实战水平。

我市四类人员
可享医疗救助

春节期间

津城节日消费 劲十足
全市200家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春节假期实现销售额15.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