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假期津城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重点商企实现销售12.6亿元

5 天津
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责编：余强

我市出台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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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5月4日18时至5月5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5月4日18时至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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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18时至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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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例（中国籍213
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
瑞拉籍2例、波兰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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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籍1例、日本籍1例），治愈出院233
例，在院6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4例）。

5月4日18时至5月5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05例（境外输入200例），尚在医
学观察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68例、转为确诊
病例28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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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5月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2608人，尚有23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每天万余名警力值守

平安守护不休假

本报讯（记者 韩雯 宋德松 通讯员 樊晓
慧）平安的背后，有他们守护。从市公安局获
悉，“五一”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
总体部署，我市公安机关启动重大节日安保模
式，实行高等级勤务响应，全警动员、全力以赴
投入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有力维
护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据统计，5月1日零
时至5日15时，全市110接报刑事警情同比下
降15.1%，其间，未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和
公共安全事故，各条高速公路和城市主干道路
通行顺畅，各大旅游景区景点秩序井然。

节日期间，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启动超常
规巡逻防控模式，每日投入万余名警力和30
多组特警“尖刀”机动队，重点加强人员密集
场所和天津之眼、古文化街、五大道、水上公
园、水西公园等33处景区景点的巡逻防控，
圆满完成了“解放桥开启”“中意文化交流节
开幕式”等7场大型活动安保任务；持续加大
路面交警投入，全面加强21条高速公路交通
疏导，严厉查处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同时，对旅游景区进行滚动安全检查，加
强易制爆化学品、散装汽油安全监管，累计检
查旅店和娱乐场所5661家次、涉危涉爆企业
207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70余处。

本报讯 (记者 马晓冬)名车名品、时
尚潮流、音乐电竞……“五一”期间，全市
各大商业体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
基础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促消费活动，
节日市场持续火热。市商务局监测显
示，191家重点商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2.6亿元，同比增长19.8%，较2019年增
长4.2%。

随着2021年全市四季主题促消费活
动的开展，“五一”期间我市商业综合体、百
货商场、超市、商业街区、夜市、汽车4S店
共推出400余场活动，涵盖亲子、家居、汽
车、文化等多个领域。重点监测的54家购
物中心、奥特莱斯和百货的销售额同比增

长36%，较2019年增长2.3%。
其中，27家购物中心实现销售额3.55

亿元，同比增长 52%，较 2019 年增长
4.5%。大悦城、爱琴海、万象城分别举办
了青年理想生活节、第三届老门口儿夜市
和万象引力节，日均客流量超过7万人次；
天河城、陆家嘴也通过汉服节和王者荣耀
全国大赛等活动带动人气，销售额同比增
长70%以上，较2019年增长30%。
佛罗伦萨小镇成为京津冀游客假日购

物的好去处，节日期间日均客流量在5万
人次以上，销售同比增长44%，较2019年
增长14%，外地游客占比达6成以上。我
市监测的4家奥特莱斯节日期间共实现销

售1.75亿元，同比增长32.9%，较2019年
增长9.4%。

作为天津的热门商业街区，“五一”期
间，金街的日均客流量突破50万人次，较
往年增长20%以上，星巴克臻选店、时光
铛铛车成为网红“打卡”地。意风区提升改
造后全新亮相，裸眼3D灯光秀、特色音乐
喷泉、盛装巡游等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
客，日均客流量超过15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商旅文娱的联动也激
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欢乐谷的电音节等
主打年轻人群体，日均客流量超1.8万人
次；方特引进了“熊出没”主题酒店，主推亲
子旅游，景观房、亲子房、家庭房等多个房

型提前售罄；解放桥开启、海河游船加航为夜
津城增添了亮点，重点监测的7家夜市实现
销售415万元，客流量超25万人次。此外，
第十届天津梅江“五一”国际车展期间客流量
突破30万人次，订单量较2019年增长10%
以上。“五一”档全市电影票房达2280万元，
追平2019年历史峰值。

热闹的假期里，餐饮消费持续火爆。重
点监测的22家餐饮企业预订桌数增长50%，
营业额达1340万元，同比增长20%以上。
111家超市实现销售1.8亿元，同比增长1%，
较往年同期增长6.5%。4家重点农产品批发
市场销量达 4.2 万吨，同比增长 20.7%，与
2019年持平。

本报讯（记者陈璠）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市住房租赁市场，
支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新动能引
育五年行动计划、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等发展战略，更好满足重
点产业人员、引进人才、新市民等群体租房需求，日前，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市财政局印发《天津市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
展试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提出对新建、改建、盘活等方式筹集
的租赁住房进行奖补。

通知指出，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我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相关
支出。新建租赁住房奖补项目范围为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开发建
设的租赁住房。改建租赁住房奖补项目范围为利用整栋、整幢
或整层的房屋改建、改造及装修的租赁住房。盘活租赁住房奖
补范围为利用闲置存量住房转化的租赁住房，包括住房租赁企
业通过托管、转租方式筹集的租赁住房，房地产经纪机构促成交
易的租赁住房。

通知明确了奖补类型和标准。新建租赁住房奖补，试点期
间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手续或竣工备案手续的新建租赁住房
项目，可申请奖补，申请主体为新建租赁住房的投资主体，奖补
标准为建安成本、工程建设其他费、装修装饰费总和的30%，且
最高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新建租赁住房项目的租赁运营期
不少于10年。本办法出台前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中以“限地
价、竞自持租赁住房”方式配建的自持租赁住房项目不予奖补。

改建租赁住房奖补，试点期间取得开工或竣工手续的改建
租赁住房，可申请奖补，申请主体为改建租赁住房的投资主体，
奖补标准为建安成本、工程建设其他费、装修装饰费总和的
30%，且最高不超过600元/平方米。改建租赁住房项目的租赁
运营期不少于8年，改造及装修租赁住房项目的租赁运营期不
少于5年。

盘活租赁住房奖补，包括房地产经纪机构盘活房源奖补和住
房租赁企业盘活房源奖补。经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促成住房租
赁双方达成交易，租赁期限不少于6个月，并由房地产经纪机构通
过我市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可申请盘活租赁住房奖补。奖补金额按年度计算，
每盘活10000套奖补100万元，不足10000套的部分，每1000套
奖补8万元。住房租赁企业将闲置存量住房以受托经营或转租方
式盘活为租赁住房，且通过银行对出租住房的押金和预付租金进
行监管的，可申请奖补。奖补金额按年度计算，每盘活1000套奖
补100万元，不足1000套的部分，每100套奖补8万元。

已投入运营且出租率不低于60%的集中式租赁住房项目，
承诺继续租赁运营期不少于3年的，可申请一次性奖补，申请主
体为项目投资主体，奖补标准为200元/平方米。

面向人才或重点产业人员的租赁住房项目，经市人力社保
部门或产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可结合当年资金预算安排使用情
况给予重点项目奖补。重点项目奖补申请主体为租赁住房项目
运营主体，奖补标准为住房租赁合同租金的30%且最高不超过
10元/月·平方米。重点项目奖补对象应合理控制租金水平，确
保奖补支持惠及人才和重点产业人员。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节后首个工作
日，大风持续发力，昨天，市气象台将大风
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今天，津城阵风可
达9到10级，并将伴有扬沙天气。
在冷涡影响下，今明两天，津城风力依

旧强劲，天津市气象台昨天15时32分将

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陆地大风黄
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前半夜将有
西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可达9到
10级，局地11级，午后至傍晚伴有扬沙天
气。同时，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昨天15时
46分也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
黄色预警信号。

风力虽大，但好在对降温的影响并不
明显，最高气温还将在波动中上升，今天会
率先迎来一波回暖的小高潮，最高气温将
升至30℃左右。

大风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

大风今来袭伴有扬沙

本报讯（记者韩雯）今年“五一”假期，
有不少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居然没有被
‘红色炸弹’轰炸”，确实，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前，每年的“五一”假期都是举办婚礼的
高峰期，而今年，根据市婚庆服务行业协会
的统计，在五天的假期里，全市仅有2800
对新人举办婚礼，这仅仅是过去“五一”假
期一天的数量。虽然办婚礼的人少了，但
新人们对婚礼“品质”要求更高了。
“婚礼数量确实明显下降，以前‘五一’

小长假，高峰日举办婚礼的就有3000对左
右。现在，婚礼数量下降主要与新人及其
父母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有关。”市婚庆服务
行业协会潘树辉说。

把婚礼办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再是豪
车、全息投影、满场的鲜花……很多新人选
择了简单却更有仪式感的婚礼。今年“五
一”期间，新郎朱邦敦就约上了几个好兄弟，
骑着共享单车去接新娘，一路欢歌，引来不
少路人观望喝彩。婚礼策划人逍遥也向记
者介绍了婚礼的变化，他说，过去，婚礼是“统
一式热闹”，现在，新人对婚礼的要求就是要
有创意，像情景剧式的、纪录片式的、综艺秀
式的婚礼越来越多。特别是现在的新人和
他们的父母、亲友都多才多艺，婚礼越来越
像综艺节目，新郎、新娘各带着伴郎、伴娘团
队进行现场才艺比拼，“时代不同了，婚礼的
表现形式也不同了，年轻人要的是完全私人
定制的完美婚礼”。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如果不亲临天
津西青区社会山一带，如果没置身国标舞
大赛现场，您想象不到“五一”假期那里
人气有多旺、气氛有多燃。连续5天时
间，第22届“院校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
在那里激情上演。来自全国20多个省
市、200多所专业艺术院校及综合高校的
学子踊跃参赛，同场竞技。他们用精湛的
舞技诠释文化自信，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献礼。这些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也趁机
饱览了渤海明珠的湖光秀色、人文景观，
对美丽天津赞誉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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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对大部分津城市民来说，或是
休息或是出游,但作为消防员的他们，执勤训
练、灭火救援、防火检查、消防宣传一刻不能放
松，穿梭城市的每个角落，时刻坚守“火线”，确
保群众平安度假。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谷瑞摄

“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天气持续晴好，“假期蓝”刷爆天津人的
“生活圈”，让人们赏心悦目。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津城婚庆

婚礼数量少品质要求高

“院校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

百所高校来津竞舞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五一”假期，和平
区全力实现商旅文深度融合发展，引发假日
经济“井喷”式增长。节日期间，和平区各景
区、文博展馆、星级酒店共计接待游客307.8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3亿元，较
2020年同期大幅度增长，较2019年同期增
长20%以上，假日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
为推动商旅文持续融合发展，和平区和

市有关部门在民园广场、和平路金街、津湾
广场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由和平区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
的2021天津“和平之春”艺术节系列活动突
出建党百年主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假期接待游客达到
44.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2%，旅游综合
收入突破238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62%。

滨江商厦、天河城、乐宾百货等各大商
场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幅30%以上，呈
现商旅文深度融合发展态势。

红色旅游成为和平区假日旅游的新亮
点。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张园
“奠基岁月——天津军管会和中共天津市
委在张园”主题展为重点的红色旅游精品
展成为假日热门“打卡地”。

和平区商旅文深度融合发展

假日经济“井喷”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