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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被列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

让失能人员活得
“有里有面”
将有效减轻经济负担并享受得起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民政局
获悉，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将《关于扩大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
见稿）对外公布，
我市被列入新一批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这将有效减轻失能
人员以及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失能人员享
受得起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活得更有尊严。
征求意见稿提出，
试点阶段从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起步，
重点解决包括失能
老人、
重度残疾人在内的重度失能人员基本
护理保障需求。探索建立互助共济、
责任共
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筹资以单位和个人
缴费为主，
单位和个人缴费原则上按同比例

■ 试点阶段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起步，重点解决包括失
能老人、重度残疾人在内的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
■ 探索建立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 征求意见稿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
机构和人员提供的基本护理服务。
分担，其中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
额，
起步阶段可从其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中划出；
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可
由个人账户代扣代缴。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

通过财政等其他筹资渠道，
对特殊困难退休职
工缴费给予适当资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障水平相适应的筹资动态调整机制。
征求意见稿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

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机构和人员提供的基
本护理服务。
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
状态持续 6 个月以上且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
的重度失能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
遇。根据护理等级、服务提供方式等不同实
行差别化的待遇保障政策，鼓励使用居家和
社区护理服务。
对符合规定的护理服务费用，基金支付
水平总体上控制在 70%左右。要做好长期
护理保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补贴、失
能老年人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
的整合衔接。

5 月 10 日 18 时至 11 日 18 时

我市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 月 10 日 18
时至 5 月 11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新增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 55 例（中国籍 51 例、美国籍 2 例、法国籍 1 例、
菲律宾籍 1 例），
治愈出院 53 例，
在院 2 例（均为普通型）。
5 月 10 日 18 时至 5 月 11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报告本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6
例，其中男性 73 例，女性 63 例；
治愈出院 133 例，死亡 3 例。
5 月 10 日 18 时至 5 月 11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 9 例（境外输入 8 例），其中解除医学观察 4 例、
转为确诊病例 2 例、尚在医学观察 3 例。
截至 5 月 11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 3343 人，
尚有 134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市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各类违法行为

厨余垃圾桶有了
“身份证”

生活垃圾智能化
回收处理设备来了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生活垃圾分类利国利民。东丽区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积极引进专业化
公司在居民小区安装了一整套完备的生
活垃圾智能化回收处理设备。他们还用
投垃圾送积分的方式，给居民兑换扶贫
农产品，助力西部受援地区脱贫攻坚。
日前，记者专门来到东丽区华新街进行
了实地采访。
一走进华新街华富家园小区，就发
现街道旁有 10 多位市民在排队登记，每
人间隔 1.5 米，
安全有序。
“您好，
请您先在
手机上下载‘分类之家’APP，注册登记
后，
就可以自动向这套智能化回收处理装
置里投放包括厨余垃圾在内的生活垃圾
了，还可以用积分换商品……”两位身穿
红马甲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进行指导。
记者看到，
这里已安装了一套蓝绿色
的智能化回收处理设施，长近 8 米，高 2
米，
共分为 6 组柜：
有害垃圾投递；
可回收
垃圾投递，
包括塑料投递、
纸张投递、
金属
投递、
旧衣物投递；
厨余垃圾投递；
其他垃
圾投递，
其中新安装的绿色厨余垃圾回收
处理装置特别引人关注。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在手机上
注册后，出示二维码，对着设备上的智能
扫码端一扫描，投递口就会自动打开接
收厨余垃圾，方便快捷，还会根据垃圾重
量等相关标准送给居民积分，以便兑换
奖品。
华新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锋
介绍，
为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从 2018
年开始，
华新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
进
“爱家物联”
天津环保有限公司运营团队，
对街道生活垃圾进行智能化分类处理。今
天又增加了厨余自动回收处理设备，
让生
活垃圾分类智能化回收处理系统实现了全
闭环，
如今已在街道所有小区安装并投入
使用，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现了智能化。
记者看到，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
桌子上摆满了菜籽油、绿豆、大米等，这
些都是东丽区对口帮扶甘肃的优质扶贫
产品。

津城十大精品月季园出炉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
市城市管理委
组织开展了全市精品月季园评比，
和平区睦
南公园、
滨海新区泰达植物资源库月季园、
滨
海新区高铁滨海站南侧月季基地、
河西区人
民公园月季园、
水西公园月季园、
河东区河东
公园、
南开区津河瀑布广场月季园及红旗路
月季花墙、
滨海新区临港湿地公园月季园、
河
北区月秀园、
静海区春曦公园月季园被评为
2020年度十佳精品月季园。

本报讯 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12 时，
我市推进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办公
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0938 件。其
中：滨海新区 1897 件、和平区 317 件、河东
区 646 件、河西区 610 件、南开区 690 件、河
北区 496 件、红桥区 281 件、东丽区 548 件、
西青区 675 件、津南区 717 件、北辰区 778
件、武清区 676 件、宝坻区 753 件、宁河区
507 件、静海区 747 件、蓟州区 556 件、海河
教育园区 29 件，
市水务局 5 件、市城市管理
委 6 件、市交通运输委 2 件、市国资委 1 件、
市生态环境局 1 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
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
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
网、
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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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根据每日商户厨余垃圾产生量，采取以
桶换桶的方式，逐户上门收集厨余垃圾。
每 个 垃 圾 桶 上 都 贴 有二 维 码，在 分 区
域发放、收集到集中转运的过程中进行扫
码，通过后台实时记录每个垃圾桶的流向

和状态，形成从收集、转运到处理过程中的
闭环管理。这些措施使得餐饮单位的厨余
垃圾从过去的“出门扔”改为“上门收”，收
运模式可行、可控、可追溯。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扫码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为切实加强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的市场监管，
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
天津市市场监
管委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公布第一百零三批典型案例。
宝坻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天津市明信大药房有限公
司进行检查。经查，该公司销售的“3M”口罩为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产品，涉案口罩 20 只已售出。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所指违法行
为。宝坻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明信大药房有限公司作出
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
该局已对口罩来源进行追查。
南开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天津市南开区旺客缘大肉
经营部进行检查。经查，该经营部销售的酿造酱油超过保质
期，涉案酿造酱油 2 瓶。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规定。南开区市场监
管局已对天津市南开区旺客缘大肉经营部作出没收涉案食
品、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市市场监管委通报

第七十五批疫情防控典型问题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5 月 11 日，市市场监管委疫情防控
暗访督查组对宝坻区部分商场、超市、菜市场落实《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卫生防护指南》情况进行了明查暗访，并将
发现的第七十五批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宝坻区国美电器天赋源商业广场店零售店铺未明确限流
人数；直梯无限乘人数标识，电梯内未标明乘客站位点；个别
经营者未佩戴口罩或口罩佩戴不规范，未发现网格监督员及
时提醒和纠正；现场未提供当日消毒记录和员工体温监测记
录。该商场没有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
卫生防护指南（第二版）》中关于控制顾客总量、合理使用电
梯、实施网格化管理、消毒清洁管理和员工健康防护及管理的
规定，存在防控风险。
宝坻区华春百货商场入口处无人值守，顾客无需测温和
扫码可随意进出商场；场内垃圾桶敞盖摆放，垃圾清理不及
时。该商场没有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
卫生防护指南（第二版）》中关于严格顾客管理、垃圾清运处理
的规定，存在防控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疫情防控暗访督查组要求以上商场立即
整改，并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下一步将对整改落实情况开
展跟踪检查。

核准

收桶

消毒

设身处地为困难企业助一把力

万名税务干部投入“护苗”百日行动

“直播带货”
哪家强 天大开办训练营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
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为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加强厨
余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日前，河东区城管委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聘请专业化公司，对全区餐饮单
位厨余垃圾逐步落实单独收运、无害化处

公布第一百零三批典型案例

帮贫困县学员走上智力扶贫“自助路”
本报讯（记者 姜凝）
“以前天天看抖音、
快手，总觉得别人拍得好看，
但我又具体说不
上哪儿好，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拍的。这回
参加训练营，我终于摸到门路了，
希望通过这
30 天的学习，我也能成为‘流量明星’，为我
们店里的土特产和中药材找到出路！”
甘肃省
宕昌县药店职员豆芳涛说。
豆芳涛口中的
“训练营”
，
是天津大学最近
为宕昌县启动开办的
“直播带货训练营”
，
为期
30天，
以天津大学定点扶贫的甘肃宕昌县农户、

商户和基层干部为主，
不乏年过半百的大山药
农、
特产店员工、
自产自营的皮蛋作坊小老板、
外
地来扶贫的村第一书记等，
还吸引了周边区县
近200人参加，
手把手教当地村民、
店主和基层
干部如何成为
“带货达人”
，
让手机和直播成为
“新农具”
“新农活”
，
为本地特色山货农产品代
言，
走出一条智力扶贫的
“自助”
之路。
考虑到学员们白天大多要上班工作，训
练营贴心地安排为夜间授课。每天晚饭后，
学员们拿起手机就能通过微信群和直播平台

感受电商业态新思维，学习电商主播实用技
巧。训练营的课程分理论和实操两部分，
“爆
款视频剪辑步骤教学”
“流量增长与
‘粉丝’
维
护”
“直播问题反馈及心态建设”
“话术解读及
脚本写作”
“ 直播实战 3 小时”……生动的课
程为从未接触过电商卖货的学员们打开了致
富新大门。课程结束后，培训团队还将对学
员进行后期指导，协助他们完成产品直播策
划和后期制作，帮助学员成为熟练的
“带货达
人”
，
独立自主
“引流带货”。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孙晓斌）日前，
天津市税务系
统万名税务干部投入到
“护苗促发展 税务在行动”
百日行动中，
帮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尽快走出困境、
恢复生产。
此次护苗百日行动，主要通过税务工作者深入企业集
中走访、座谈，全面了解全市纳税人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的涉税需求和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落细
落实国家和天津市出台的税费优惠政策，帮扶纳税人纾难
解困、渡过难关。
市税务局专门成立了税务护苗行动领导小组，并采取分
级负责、分类指导的原则，实行全系统从市局、区局到科所的
三级负责制。市局班子成员按照分片包干原则，对基层单位
联系点进行走访督导。

一汽丰田首款纯电动车
“奕泽 E 进擎”下线

市规划资源局出台实施方案深化落实“稳运行 20 条举措”

开放审批绿色通道 深化实施
“以函代证”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落实我市
“稳运行20
条举措”
，
市规划资源局日前出台实施方案，
从强
化规划和自然资源服务保障、
推进重大生态工
程建设、
支持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激发社会资
本活力和丰富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五个方面进一
步深化工作措施，
促投资、
扩消费、
稳运行。
根据实施方案，在服务保障方面，
市规划
资源局将进一步强化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审
批服务，开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针对社会
投资出让方式供地项目，实行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承诺制办理；
针对政府投资类公共服务建设类项目、公益
性基础设施项目，深化实施
“以函代证”
。
方案提出，
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加快推
进736平方公里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全

力推进拆迁与生态修复工程，
安排河道疏通、
河
渠清理、
污水处理等工程，
全面启动屏障区
“五横
二纵”
“天字骨架”
160公里游览与观光路建设。
加快推进875平方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升级保
护。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
用好生态补偿资
金，
做好债券申报发行工作，
尽快形成实际投资
量，
严格落实湿地自然保护区
“1+4”
规划，
提速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后续工程，
加快推进全市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落实《渤海攻坚战行
动计划》，
加快解决渤海存在的突出生态问题，
确
保2020年底前完成400公顷滨海湿地修复、
4
公里岸线整治修复任务。
支持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理顺滨海新
区海洋部门职能职责，支持滨海新区发挥沿
海优势，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全力支持滨海

新 区 各 领 域 重 点 建 设 ，为 重 大 石 化 项 目、
LNG 应急储备项目提供用海审批支持，允许
项目先行进行前期施工，再补办用海手续。
激发社会资本活力。积极配合打好稳投
资攻坚战，
做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
目的规划和自然资源审批服务，
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海洋经济和生态修复有关项目投资建设。
丰富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启动编制《天
津市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
规划》，通过规划
实施，有效引导我市海洋经济健康平稳发
展。充分发挥国家级科普宣教功能。依托国
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主题常设展厅在线观
展。利用网络电台，播讲中华海洋故事。编
创推送海洋展览微视频及海洋科普文章，面
向中小学生开发设计海洋线上系列课程。

本报讯（记者 张璐）昨天，
一汽丰田首款量产的纯电动汽
车——奕泽 E 进擎在一汽丰田新一工厂正式下线。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一汽丰田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
。天津基地从 2 月 18 日开始复工，目前天津基地 4 月份生
产负荷率已提升至 129%。一汽丰田全国 487 家一级供应商
（包括 15 家湖北供应商）全部复工复产，目前生产状态恢复良
好，能够满足不断提产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