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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18时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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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
日18时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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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18时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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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例（中
国籍311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4例、波兰
籍3例、印度籍2例、法国籍2例、意大利籍2例、委内瑞拉籍2
例、韩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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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籍1例、新加
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
例、缅甸籍1例），治愈出院341例，在院12例，均为普通型。

第35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月19日复查胸CT示右
肺中叶外侧段可见新发散在斑片状实变影、磨玻璃密度
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
更改为普通型。

10月18日18时至10月19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加拿大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364例（境外输入359例），尚在医学观察10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306例、转为确诊病例48例。

第36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加拿
大。该患者自加拿大多伦多乘坐航班（HU7976），于9月
27日抵达西安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于西安进行集中隔离。10月11
日解除隔离后自西安乘坐航班（GS7860），于10月12日抵
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当日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10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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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月1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5956人，尚有29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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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巧君

现场开煮的火锅底料、现场展示酿造
过程的老醋、现场邀请相声表演艺术家及
天津男排、女排队员进行直播带货的天津
食品集团……数千种浓郁天津风味的商
品琳琅满目，近百家天津食品企业各展风
姿。昨天开幕的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
易会人流如潮，走进国家会展中心S9馆
1.25万平方米的展厅，天津卫热气腾腾的
烟火气扑面而来，这里是全国糖酒交易会
组委会专设的“天津馆”。
“这里不仅是展示天津食品工业企业

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天津创造新活力，
打造新动能的舞台。”负责“天津馆”招展
及场地搭建的天津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万守朋说。

记者看到，展厅最显眼的位置被食品
集团旗下的品牌占据，涵盖米面油、肉蛋
奶、酒类、调味品、糕点等200余种产品。

山东省鲁盐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
姜腾进入展会第一站就来到“天津馆”，他向
销售人员认真了解熟食制品。“我很喜欢天
津。作为盐类产品的电商销售平台，我们想
寻找一些快销品丰富我们的品类。”姜腾说。
“我们不仅展示、推销企业，也主动在

来自全国的参展商中寻找合作良机，比如
我们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正在简化包装，
我就要在展会期间认真看看别的食品企
业是如何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做到
简化包装的。了解市场，了解前端，这就
是参加这次展会的意义。”天津食品集团
总经理助理、利达粮油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戈立新说。

■ 本报记者 余强

一场产业新思维的碰撞、一次行业顶
尖大咖和专家学者的聚会，一场有关食品

未来的讨论。昨日，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
易会主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
此次论坛围绕“新活力 新动能”的主题，以
“聚焦行业趋势”“共探文创赋能”“解码渠道
拓宽”和“洞察新媒体营销”四大话题为核
心，为食品酒类行业的发展赋予新动能。来
自天津市商务局、中粮集团、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等多位嘉宾汇聚一堂。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马
勇，在论坛上发布全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报
告。2020年食品工业以占全国工业经济6.2%
的资产，创造了8.8%的营业收入，在新冠疫情
干扰的情况下实现11.4%的盈利，位居全国工
业各个部门的最前列。2021年上半年，全国
35783家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8.7%。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
加值增长8.0%。

马勇介绍，消费者对食品供给要求越来

越高，带动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特别是休
闲性食品需求越来越大，食品+文化创意、全
球直采、制造业和旅游业的结合，都呈现出比
较强的发展态势，这是目前食品工业需要补
充的短板。由于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的调
整，消费者更是对于“一老一小”的食品，释放
出巨大的需求。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消费者希望饮料
产品拥有哪些成分，呼声最高的是益生菌，其
次是减糖、减脂、减卡。“95后”年轻人以高消
费增速成为整体饮料市场增长的驱动力。

24%的人在过去26个月喝过白酒。饮用
白酒的场合首先是人均100元至300元的中餐
厅，其次是在家喝。

传统的“90后”“80后”喜欢吃的是当地
菜、川香菜、火锅这样的大型菜系。

消费者在餐饮上也会有更加健康的需
求，希望自己的饮食是多元化的。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今晚，海河国际
消费嘉年华将于文化中心广场举办启动
仪式，作为嘉年华重要活动之一的“京东
奇趣世界”也将同步“开街”。海河国际消
费嘉年华是继海河国际消费季之后，我市
打造的又一重点促消费活动。截至目前，
已经有超过200个中外知名品牌应邀参加。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一期16个展馆全开，超3500家展商云
集，昨天，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迎来了食
品酒类行业的盛会——第105届全国糖酒
商品交易会。

走进传统酒类展区，香气扑鼻而来，
这里也是人气最高的几个展馆。除了经
典系列之外，不乏今年推出的“网红”。酒
类展商追求新意，一些食品饮料展商则主
打健康。在一家饮料的展台，洽谈区内坐
得满满当当，这是一个年龄只有“半岁”的

新品牌，在天猫等线上渠道已经获得了很
大的市场。
“在大健康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注

重控糖，所以我们的定位是新一代健康茶
饮料。”销售人员孙先生介绍，“目前线上
是我们的主要渠道，在天津的高校销售情
况也非常好。作为新品牌，参加糖酒会是

为了打开更多渠道，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
买到我们的产品。”孙先生表示，客流和洽谈
的情况都比预期要好。“大家很关注我们的
品牌，一上午的时间，就接待了来自河北、内
蒙古、广东、安徽等地的经销商。”

除了国内的热门商品，本届糖酒会上，也
有许多进口商品亮相。中东欧之家展区展示

了酒类、美妆、食品等200多款国外商品，记者
见到中东欧之家总经理周越时，他刚刚接待
了一位前来咨询的客商。“我们的产品都是很
受消费者青睐的类型。希望能在糖酒会对接
更多渠道商，让好的产品在全国落户。”他说。

糖酒会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中粮会展
董事杨成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糖
酒会规模创下了历届秋季糖酒会之最，在硬
件设施方面有很大提升，有利于吸引食品酒
类行业的众多厂商集聚天津，充分感受天津
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宣传推广品牌，共同参
与这场行业盛会。

本报讯（记者 万红）打造直播生态，带动
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经过在天津经开区一
年多的发展，昨天，天津抖音直播生态产业
园进行了战略合作伙伴及招商项目签约，多
家品牌入驻，以直播产业为牵引，促进传统
产业升级转化。天津美术学院、天津科技大
学产学研基地也同期落户。此外，“声机勃
勃·全城开麦”抖in City（DIC）城市嘉年华活
动昨天也在该产业园举行。

昨天，当记者走进天津抖音直播生态产
业园的于家堡选品中心，一位位主播正在专
门为本地特色商品搭建的实体货柜前热火
朝天地直播。
“产业园共有11万平方米的载体空间，

可为直播业态上的视频制作、创作创意、电
商服务等相关机构提供自媒体运营及视频
制作的载体、内容和空间支持。目前已有
十余家头部公会、供应链服务机构入驻，初
步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天津抖音直播生
态产业园负责人方超介绍，这次招商签约

就包括众多天津本土品牌。“今后，我们希
望能用好自贸试验区及滨海新区相关政
策，借助区域产业发展基础，通过与市场化
公司的合作，探索直播经济在相关产业链、
供应链、资金链、销售端等多方面的融合，
促进传统本土品牌以及跨境电商等相关产

业进一步壮大，为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助推
作用。”

蛋壳视频是一家从事直播达人孵化及
短视频、直播制作的企业。公司CEO刘东
东告诉记者：“刚进驻产业园一个月，我们
就实现了快速发展，已孵化有70多名‘达
人’，试运营一个月，账面流水就达到了200
多万元，估计后续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实现
300%的增速。”

流量经济不断赋能产业发展，产业资源
也激发着直播等流量经济持续释放活力。昨
天下午，天津市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经开
区）暨天津环球购跨境电商产业园也正式揭
牌。园区运营总监魏兵介绍，园区汇集了大
量海外商家，还汇聚了保税仓储资源、清报关
等进出口产业链上的服务商以及支付、金融
企业。借助自贸试验区相关政策，我们能提
供近千种高品质的一手海外商品，更重要的
是，还可以与电商企业及直播产业园等多方
开展合作。

本报讯（记者 徐杨）10月17日，陕西西安通报一对外省
游客夫妻核酸阳性，诊断为确诊病例。此后3天内，又有宁
夏、甘肃、内蒙古、湖南、贵州和北京等多地通报新增确诊或
阳性人员，均与上述病例相关或有相关地区旅居史。为严防
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昨日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如无
十分必要，不要前往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

第一，相关人员主动报备。具有9月28日（含）以来途经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9月26日（含）以来途经甘
肃省张掖市，9月28日（含）以来途经甘肃省酒泉市，10月1日
（含）以来途经甘肃省嘉峪关市，10月15日（含）以来途经甘肃
省兰州市；10月15日（含）以来途经陕西省西安市，10月9日当
日途经陕西省西安机场；10月16日（含）以来途经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10月17日（含）以来途经湖南省长沙市；10月9日
当日途经上海市浦东机场；10月18日（含）以来途经贵州省遵
义市的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
区、工作单位等报备，配合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离（同住人
员共同隔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实施集中隔离）、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具有10月15日至17日途经贵州省遵义市的旅居史的来
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
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
备，配合实施抵津后14天医学观察。

第二，涉及下述流行病学史：10月11日途经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怪树林景区、黑城弱水胡杨风景区、
阳光小区大漠驿站民宿，10月12日途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
居延海景区、一道桥胡杨林景区、桐楠阁餐厅、八道桥景区，
10月13日途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一道桥胡杨林景区、额济
纳旗人民医院、桐楠阁餐厅，10月14日途经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的桐楠阁餐厅；10月9日途经甘肃省张掖市的张掖宾馆，10
月10日途经张掖市的平山湖大峡谷、七彩丹霞景区，10月14
日途经张掖市的七彩丹霞景区；10月11日途经甘肃省酒泉市
金塔县胡杨林；10月14日途经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
景区，10月15日途经嘉峪关市的中医医院、嘉峪关机场、乘坐
航班MU2165（嘉峪关—西安）、火车K42（敦煌—北京）9号车
厢；10月15日乘坐途经甘肃省兰州市的火车D2746（张掖—
兰州），10月17日途经兰州市的792（核工业）医院门诊、三益
诊所，10月18日途经兰州市的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792（核
工业）医院门诊、三益诊所；10月15日途经陕西省西安市的唐
隆国际酒店，10月16日途经西安市的西安市第八医院、大雁
塔北广场、大慈恩寺及西安美术馆（曲江新区），10月9日乘坐
航班MU9649次（西安—张掖）；10月16日途经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的金凤区亲水宴会中心，10月17日途经银川市的银
川市第二人民医院；10月17日乘坐航班EU2446（嘉峪关—长
沙）、途经湖南省长沙市华良华天假日酒店，10月18日途经长
沙市的长沙县第二人民医院；10月9日乘坐航班CA1216次（上
海浦东—西安）；10月18日途经贵州省遵义市的遵医附院发热
门诊，10月15日乘坐航班GJ8796（西宁—遵义），均为感染者轨
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集中隔离管理周期结束时
未满抵津14天者，继续实施居家隔离至抵津后14天。

第三，具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需
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
健康码“绿码”，实施抵津后14天集中隔离，调查日期为抵津
前14天内，如隐瞒旅行史、使用非随身手机（或非常用手机
卡）出示行程卡、拒不报备或不配合，妨碍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四，重点场所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全市各宾馆、酒
店、民宿等提供住宿的单位，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要
加强排查管控，严格落实测温验码，发现有中高风险地区或
报告确诊病例所在地区旅居史的来津人员，要及时报告，落
实相关管控措施。

第五，主动做好健康监测。外出旅游、出差、旅居归来
后，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好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
医，并告知医生旅居史，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
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

第六，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做好个人防
护，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配合
做好公共场所测温、验码，做到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为不放
松。符合接种条件的，应积极主动到辖区接种点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降低自身感染和发病风险，共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

相关来津返津人员需主动报备

我国海洋油气装备制造行业

首个“智能工厂”启用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由中国一冶
承建的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办公
区正式启用。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总占
地面积约57.51万平方米，设计产能为年钢结构
加工量8.4万结构吨，达产后年产值约40亿元。作
为我国海洋油气装备制造行业的首个“智能工
厂”，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建成后将打造
成为集海洋工程建造、油气田运维保障以及海
洋工程创新研发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端
智能制造基地，对推动我国海洋油气装备制造
向高端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老一小”食品 市场需求巨大
主论坛聚焦四大话题 为食品酒类行业发展赋予新动能

展示天津 博采众长
——全国糖酒会天津馆见闻

海河国际消费嘉年华

今晚“开街”

多家品牌入驻天津抖音直播生态产业园

津味儿生态直播一片“声机勃勃”

照片由中国一冶天津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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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兴铁路全线连续梁

转体施工全部完成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孙丽萍 朱

啸龙）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了解到，昨天早上，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铁路（以下简称津兴铁路）上跨津霸铁路连续
梁转体施工顺利完成，将为后续架梁和铺轨全
面开展提供保障。津兴铁路是连接天津市、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和北京市区的重要干线。

装饰成稻田进行直播。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拓渠道 亮品牌 共赴行业盛会
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昨日开幕 酒类展商追求新意 食品饮料展商主打健康

第105届全国糖酒会主论坛于昨天在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

本报记者 钱进 孙立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