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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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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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例，在院4例，出院率9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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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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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截至2月17日，我市
已连续五天本土无新增阳性感染者。但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昨日提醒广大市民，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每个公民都应当依法
履行疫情防控义务，遵守社会道德，如实报
告旅居史、接触史，配合做好戴口罩、扫健康
码、体温检测“三件套”，主动履行居家隔离、
健康监测，自觉接受流行病学调查等。如果
出现下列二十种违法违规行为，可能会受到
公安机关等部门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者可能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未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

小区、超市、菜市场、酒店等重点场所，或者不

配合扫码、测温等健康监测、信息核查和身份

登记，会追究责任吗？

不按要求配合做好戴口罩、扫健康码、
体温检测，且不听从管理人员的劝导，公安
机关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
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
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2.处在封控、管控、防范区内，能擅自离

开吗？如果不主动报备，又不配合隔离管控

措施，会追究什么责任呢？

如果正处在封控、管控、防范区内，请一
定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并配合社区的防控
措施，不得擅自离开，更不能外出聚集；一旦
发现，不但要继续履行隔离管控政策，隔离
期满后，公安机关还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给予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
等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引起疫
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
《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3.健康码为橙码或者红码，又不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居家健康监测或者集中隔离观

察，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健康码为橙码，必须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居家隔离并健康监测；如果为红码应接
受集中隔离观察，集中隔离结束后，继续接
受居家健康监测和管理，否则会被公安机关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500元以
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治安管
理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
重危险的，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追究刑事责任。

4.疫情期间，如果外出参加餐饮、娱乐等

聚集活动会追究法律责任吗？

疫情暴发流行期间，市、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明确发布禁止开展餐饮、娱乐等聚集活
动的命令，如果无视规定，违反政府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可能会受到公安机关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500元以下罚款、
5—10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

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
事责任。

5.疫情期间，私自开设棋牌档、麻将室，售

卖感冒发热药品等，会追究法律责任吗？

疫情暴发流行期间，市、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明确发布命令，为防止疫情传播风险，
禁止开放或者私自开设棋牌档、麻将室，禁
止个人或者药店售卖感冒发热药品等，如果
违反了政府疫情防控上述要求，可能会受到
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
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
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6.开车冲入封控、管控等区域疫情防控

卡点，拒不配合、接受卡点工作人员检查的，

会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

疫情期间，要严格遵守封控、管控等区
域交通管制要求，非必要不进入，如果违反
规定强行闯入，且不听从工作人员劝阻，公
安机关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予警告、罚款、
拘留等不同程度的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
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刑法》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7.瞒报行程信息(尤其是风险地区旅居

史)、隐瞒与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

触史的，会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

如实报告旅居史和接触史是对自己及
他人健康安全的负责和保护，刻意隐瞒一
经发现，将会受到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给予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10
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果
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还
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
责任。

8.如果不配合疾控和公安部门开展的

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会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呢？

疫情期间，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的流行病
学调查是每个公民应自觉履行的义务，如果
拒不配合，将会受到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给予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10日
拘留等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引起
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
《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9.没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会承担

法律责任吗？

依照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测要
求，如果属于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那
么必须要主动配合做好核酸采样和检测，否
则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可能
会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还有

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
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10.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

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症状未到发热门诊就医，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出现新冠肺炎“十大”症状之一，前
往未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且对医
务人员隐瞒真实病情，一经发现，将会受到
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
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
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11.为了方便出行，出示伪造、变造的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使用他人健康码、行程码，

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

隐瞒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行程和出行
轨迹，一经发现可能会受到公安机关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500元以下罚
款、5—10日拘留等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
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还会依据《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
究刑事责任。

12.新冠病毒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在医

疗机构隔离治疗期间，拒绝隔离治疗或者擅

自脱离隔离治疗的，会有什么后果？

新冠病毒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应自觉配
合进行隔离治疗，如果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
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根据《传染
病防治法》规定，公安机关会协助医疗机构
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13.随意乱扔使用过的口罩、防护服等

医疗防护用品等，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

使用过的口罩、防护服等可能会含有病
毒病原体，随意处置可能会导致污染环境，
因此可能受到《刑法》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
如果将已经污染病毒的口罩、防护服等故意
丢弃，引发疫情传播或者危害公共安全，则
会依据《刑法》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
究刑事责任。

14.不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且不听

劝阻并暴力威胁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应承

担什么法律责任？

这种行为属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疫
情防控公务人员依法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可能会依据《刑法》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
责任。

15.如果协助他人逃避疫情防控检查措

施，也会承担法律责任吗?

疫情期间，每个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疫
情防控义务，主动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如果协助他人逃避疫情防控检查措施，仍可

能会受到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
予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
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引起疫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还会依据《刑法》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16.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

医用器材，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该种违法行为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予以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则有可能依
据《刑法》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
罪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17.疫情期间，恶意囤积、哄抬物价、牟

取暴利的，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该种违法行为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
以行政处罚。如果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情
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则会依据《刑法》非
法经营罪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18.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网络等公

众场合散布，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还帮助散

布和传播的，会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这种行为违反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应
当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如果造成严重后
果，则会依法暂停您的业务活动。如果是国
家工作人员，还会依法受到行政处分。同时，
公安机关可能会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
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同
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则会依据《刑法》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罪追究刑事责任。

19.故意泄露确诊病人、密切接触者等

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会承担何

种法律责任？

公民个人隐私应受到保护。这种行为可
能会受到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
予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10日拘留等不
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出售或者非法
提供给他人，则可能涉嫌《刑法》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

20.疫情期间，伤害医务人员，应承担何

种法律责任？

如果出现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
备、吐口水等故意伤害行为，造成医务人员轻
伤以上的严重后果，或者致使医务人员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则会依照《刑法》故意伤害
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随意殴打医务人员，
则会依照《刑法》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恐吓
医务人员，可能会依照《刑法》侮辱罪或者寻
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请广大市民一
定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切勿以身试
法。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 疫情防控期间

20种行为将受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近日，“津心办”App新增外籍
人士核酸检测结果查询功能，只需打开“津心办”App首
页的国际专区，选择第一项就是核酸检测查询功能。如
果外籍人士14天内在津进行过核酸检测，输入本人的护
照号码和验证码，即可查到核酸检测结果。

据了解，目前“津心办”App国际专区已集纳 8项
针对外籍人士需求的服务功能。外籍人士可通过国
际专区申领天津“健康码”，使用入境人员版防疫健康
信息码，还可查询签证有效期、预约办理签证，并可查
询医疗机构信息、出入境大厅信息、实用电话等便民
服务信息。

此外，在津港澳台同胞也可享受“津心办”国际专区
服务，通过输入本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号码，即可查询14天内在津核酸检测
结果。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市市场
监管委、市财政局昨日发布《关于规范本市个体工商户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对我市个体工商户养老保
险缴费比例进行调整。2022年3月开始按规范后的新费
率政策执行。
《通知》明确，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作为用人单位，

应参加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6%，雇工个人缴费比
例为8%。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参加养老保险，缴费
比例为20%。对于只有经营者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照
无雇工个体工商户核定养老保险费率；对于经营者以外
另有人员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照有雇工个体工商户核
定养老保险费率。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按照相关规定
为经营者及其雇工补缴历年养老保险费的，应按本市用
人单位历年养老保险费率补缴。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不得补缴历年养老保险费。
“按照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求，个体工商户养老保

险费率应从今年1月起规范。考虑到1月初有疫情防控
工作，我市从3月开始按规范后的新费率政策执行。”市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对2022年1月至2月的缴
费差额进行补征，个体工商户在本年度内补征的缴费差
额部分不征收滞纳金。

本报讯（记者 王音）通过在线加盖电子印章，集体
户口落户人才足不出户便可申领到户口首页。近日，
西青区人社局联合区委网信办，依托天津市政务服务
App“津心办”西青旗舰店载体平台，在全市率先研发推
出的集体户口管理系统正式上线，为落户人才提供便
利服务。
“户口首页比较重要，结婚、购房、变动工作都离不

开它。过去，我们的服务大厅每天最多接待100多名
来申领户口首页的人。有了电子印章，网上‘秒’领，省
时又省力。”西青区人社局人才交流服务科负责人罗永
卿说。

通过网络申领到户口首页的落户人才刘凡琛兴奋
地说：“这项服务实实在在为我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在疫
情防控期间，人在老家不能赶回天津，通过网上提交材
料，在老家一样可以拿到符合要求的证件。”

西青区人社局还将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人社”建
设，凡具备网上办理条件的事项，尽可能做到网上受理、
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切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有效解决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处办”的实
际难题。

“津心办”国际专区上新

外籍人士核酸结果一键查

个体工商户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调整

西青集体户口落户人才

网上“秒”领户口首页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随着冷空气
抵津，我市周末将再次迎来大风降温天气。

受短波槽后部冷空气影响，18日夜间到
19日白天，津城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18日
夜间，陆地将刮起4到5级西北风，阵风6级，
今天白天风力更大，阵风可达7级，北部和东
北部局地风力可达8级。市气象台昨天发布
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天津海洋中心气象
台也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大风同时，气温也有所下降，降幅达3℃
左右，市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降至 0℃到
1℃，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6℃到-7℃。整
个周末气温低迷。冷空气20日白天将移出，
届时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回升
至3℃到4℃。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刘程程 王

若伊 摄影 张磊）昨天，位于天津滨海机场2
号航站楼到达层进港旅客行李提取大厅内
的中转厅正式启用。行李提取区中转厅设
有3个中转值机柜台和1个残疾人服务柜台，
还设有旅客开包检查、安检、验证等通道，可
为非直挂行李的中转旅客提供值机、行李托
运、开包检查等服务，优化了中转旅客转机
流程，缩短了中转衔接时间，有效提升出行
效率。
“没想到还能在行李提取区托运行李、

办登机牌、过安检候机。”从长沙经天津中转
前往朝阳的旅客程女士说。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2022 年“春风行动”推动
会暨“千企万岗”网络招聘活动日前在西青智聘中心
启动，帮助企业和求职者搭建更加便捷的人岗对接
平台。

今年初，天津市人社局等9部门共同启动开展“春风
行动”，市区人社部门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围绕“春风送
温暖 就业送真情”主题，组织了29场不同形式的招聘对
接活动，为1167家企业输送用工4.7万人。作为“春风行
动”系列活动之一，“千企万岗”网络招聘活动由北方人才
市场中天人力中心、西青区人社局共同策划推出，汇集全
市1000多家企业近2万个招聘岗位，岗位类型涵盖各行
各业，满足不同人员求职需求。

活动现场，一汽丰田发动机、泓德汽车玻璃、中建钢
构等6家企业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发布招聘岗位490个，
吸引1万多名求职者在线参与，341名求职者与企业负责
人在线沟通，120人达成就业意向。为推进劳务协作工
作，活动还在甘肃麦积、景泰，河北平泉开设了分会场，吸
引4000余名求职者参加线上招聘。

万余求职者在线参与 120人达成就业意向

“千企万岗”网络招聘启动

冷空气昨夜抵津

周末再迎大风降温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为这样的交警点赞”“好人一生平
安”……人民群众遇到危险了怎么办？人民
群众有困难了怎么办？最佳答案就是——
找警察！

这几天，一段主题为“你永远可以相信
警察”的视频走红于各大网络视频平台，网
友们纷纷点赞、好评回复。视频中，和平交
警支队贵州路大队南营门警区副警长王成

凯，在拥堵的路面用身体挡住车流，为紧急
就医的车辆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据王成凯介绍，2月9日下午3点多，他
正在鞍山道与兰州道交口执勤时，一辆私家
车停在了他的面前，驾驶人焦急地表示，车
上有一名急性脑梗病人，急需送到天津医科
大学总医院救治。由于总医院就诊人员和
车辆较多，就医排队通道排满了车，自己开
车无法快速进入医院，情急之下求助在医院
门前疏导交通的交警。

王成凯了解情况后，立即坐到车内为就
医车辆带路。由于上述时段车流量较大，路
况拥堵，王成凯下车“人工”开辟行车间距，指
挥驾驶人借助公交车专用车道向医院急诊室
方向行驶，同时通过电台将情况报告给大队
值班室，协调沿线警力配合疏导，并提前与医
院沟通，通过应急通道入院，力争让患者在最
短时间内得到救治。

入院后，因患者双腿无法走路，王成凯又
与家属一起将患者搀扶到了脑卒中抢救室，
随后返回工作岗位继续执勤。患者家属对这
位在危及关头伸出援手的和平交警表示诚挚
的感谢。

■ 本报记者 王音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
因为亮眼的“黑科技”而成为“网红”。每

到用餐时间，餐厅里机器人大厨挥舞着机
器手臂，忙着炒菜、煮麻辣烫、制作汉堡，
中西美食样样拿手，展现着精湛的厨艺。
而机器人大厨的核心部件，正是由位于天

津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埃恩斯工业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生产的。
“我们先后生产了2000多台无框伺服电

机，主要应用在机器人手臂的关节处。这相当
于机器人工作运行时的‘心脏’，是非常关键的
元器件。它的主要特点是功能密度大、扭矩密
度大、体积比较小，能够快速、准确定位，保障
机器人稳定运行。”公司产品负责人曹钰说。

车流中 他用身体打开“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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