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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委了解到，从即日起，我市铁路、机场、长途
客运场站和公路通道，对离津人员（进京人
员除外）均不再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公路通道撤除查验点（进京公路通道除外），
不再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
码；铁路、机场、长途客运场站离津人员（进
京旅客除外）取消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保留进站测温、扫场所码（绿码）。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文旅局发布通
知，鉴于目前我市已无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
区，自2022年2月17日起，恢复全市旅行社及
在线旅游企业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组团旅游
业务，恢复全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通知》

要求旅行社严格遵守《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南（第三版）》各项规定。旅行社
和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时，要主动提示游客在
出团前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旅
行社要加强行前排查，做好游客信息采集、
健康档案和核酸检测证明登记工作，并留档

备查。要求旅行社严格落实“一团一报”制
度，及时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旅游
团队信息和上传电子合同。
《通知》要求旅行社做好旅游客运安全工

作。坚决执行用车“五不租”制度，即不租用
未取得相应客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车辆、未
持有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未安装卫星定位
装置的车辆、未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车辆、未
签订包车合同的车辆。

铁路、机场、长途客运场站和公路通道 除进京人员外——

离津人员不再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 本报记者 张璐

随着北京冬奥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吉祥
物“冰墩墩”也受到大家的热捧。记者从市
知识产权局获悉，春节前后，我市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8800余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
6757户次，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
“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给“冰墩墩”
戴上严密无形的“知识产权保护罩”。

2月11日，北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在网上巡查中发现，辖区某空气净化公司
在其抖音企业号中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宣
传其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空气净化除甲醛
的案例。经调查取证，该公司在未获得北

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许
可或授权的情况下，在其用于营销宣传的
短视频中，擅自使用北京冬奥会专用标志
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
例》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对
当事企业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市知识产权局商标处处长陈克俭告诉记
者：“根据《天津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
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我
市充分调配力量，全面加强奥林匹克标志知
识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城市。”

连日来，我市加强执法检查，重点查处
蹭冬奥会标志热度、搭便车等非法营销行
为，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火墙”。同时，通

过开展一系列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行动，提升了广大群众对冬奥会图案、会
徽、吉祥物等奥林匹克标志的认识，引导群
众自觉树立保护冬奥会知识产权意识。目
前，我市没有在商业街区、旅游景点等发现
假冒冬奥会纪念品的情况。

哪些行为会涉及冬奥会知识产权侵权？
商品包装印制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或奥
林匹克五环图案，企业、商品、服务等广告中
使用“奥运”二字或“北京2022”等字样，如果
没有得到权利人许可，都是侵权行为。在企
业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介擅自使
用奥林匹克标志及其近似标志，利用与奥林
匹克运动有关元素开展活动，都是侵权行为。

本报讯（记者 陈璠）成品油调价窗口昨晚开启。国
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
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自2022年2月17日24时起上
调成品油价格。

按照国家规定，我市89号汽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
格每吨由9515元调整为9725元，上调210元；0号柴油（标
准品）每吨由8485元调整为8685元,上调200元。其他品
质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也相应调整。我市调整后的成
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26元，上调
0.16元；92号汽油7.83元，上调0.17元；95号汽油8.27元，上
调0.18元；0号柴油7.50元，上调0.17元。

本轮成品油调价是2022年第三次调整，也是自2021
年12月以来的“四连涨”。隆众资讯分析师徐雯雯表示，
调价后，对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来说用油成本增加，以
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
多花8.5元左右。对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
平均每行驶100公里，燃油费用增加6.8元左右。下一轮
调价窗口将于3月3日24时开启。

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7元

给“冰墩墩”戴上“知识产权保护罩”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针对一段时间以
来出现的不法分子骗取、套取社保基金的违法
犯罪现象，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各地广泛开
展“反欺诈反冒领”专项行动。近日，记者从市
社保中心获悉，我市正在开展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一次性补缴专项检查，对虚构事实劳动关系
违规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市社保中心负责同志介绍，按照国家及
我市有关规定，养老保险补缴费应由用人单
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同时提供《劳动
合同书》、相关法律文书或劳动关系证明材
料，依法依规为职工补缴应缴未缴期间的养
老保险费。对提供虚假法律文书、虚假档案
材料办理补缴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对提供虚假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办理补缴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
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通过违规补缴骗取养老保险待遇的，
按照《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
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
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
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
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
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
公私财物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补缴养老保险费

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日前，河东区富民路街道

金月湾社区刻瓷兴趣小组的爱

好者制作出冬奥会主题刻瓷作

品，冬奥会会徽、憨态可掬的“冰

墩墩”等，被雕刻在一个个瓷盘

上，展现了刻瓷艺术的魅力，表

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刻瓷作品

祝福冬奥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聚焦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
及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1月31日（含）以来途经江
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具有2022年2月9日（含）以来途经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山区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
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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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津
前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集中管理（同
住人员共同隔离，推荐单人单间单卫）。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做好个人防
护，做到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为不放松。

我市恢复旅行社旅游业务

2月17日

我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月

17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目前，累计收治津南区关联本土新冠病毒感染
者430人，累计出院423例，在院7例，出院率98.37%；另有
在院辽宁省葫芦岛市返津本土病例1人。

我市各项管控措施仍在严格执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