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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人将达百万人以上

失能老人可享入户医疗护理

一周气象

今起气温骤降
明天最高5℃

疫情快报

2月20日18时至2月2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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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

18时至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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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18时至2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205例（中国籍183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3
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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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1例），治
愈出院191例，在院14例（其中轻型5例、普通型9例）。

第20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144例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患者于2月21日出现发热不适，
体温最高38.7℃，发热时伴有头晕、咽干，胸部CT示右肺上
叶小泡性气肿，左上肺斜裂局部增厚及索条影，考虑慢性炎
症，左侧胸膜局部增厚并钙化。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
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继续在海河医院
治疗。

2月20日18时至2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无症状
感染者（境外输入、中国籍），累计145例（境外输入140例），
其中尚在医学观察5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17
例、转为确诊病例23例。

第14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牙。
该患者自西班牙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2月7日抵达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
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2月20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2月21日市疾控中心实验
室复核新冠病毒核酸仍为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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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1042人，尚有21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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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国惠）从本月20日起连
续五天，《百姓问政》栏目推出特别节目──
“向群众汇报”承诺2021年 20项民心工
程，今晚将播出第三期。市民政局、市医保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和市残联相
关负责人，将围绕承担的20项民心工程具
体任务，回应百姓诉求，探讨解决之策。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就是
为了减轻重度失能人员家庭的负担，被写进
2021年20项民心工程。市医保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国田在录制现场表示，目前相关
政策已经制定完成，河西区等也在开展试点
工作。通过评估审定的家庭，产生符合条件
的护理费用，可享受按照70%比例的报销，
全年减负2万元左右，缓解家庭经济负担。

居家养老是目前老年人最常见的养老
方式。市民政局2021年20项民心工程的
任务中，包括新建100个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松林表
示，将进一步推广日间照料中心社会化、市
场化的运营思路，提供更专业、更适用、更
便捷的养老服务，在场地、设施适老化的改
造方面继续下功夫，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
社区实现各项养老服务的需求。

节目现场，市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
会、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有关家庭
医生、急救体系和能力建设、1万件残疾人
辅具发放等民心工程项目。

为了尽快推动民心工程项目落实落地，
在节目现场，五个部门的负责人作出郑重承
诺，要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办好，用实实在在
的效果来兑现承诺，高质量完成2021年20
项民心工程任务，用实效向群众汇报。

《百姓问政》推出特别节目

围绕民心工程
探讨解决之策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今年，我市将“推
进社区居家养老”列入“20项民心工程”，
持续推进社区老年健康服务。记者昨天从
市卫生健康委获悉，今年我市将通过完善
和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老年人提供
综合、连续、协同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
生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全市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老年人全年将达100万人以上，
为15万人次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人员
提供入户医疗护理服务。

我市展开的社区老年健康服务，服务
对象为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我市60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家庭医生入户医疗护理
服务对象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系统重点人
群中标记为“失能”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区
民政部门提供名册内的60岁及以上失能、半
失能老年人；长期卧床、行动不便且有入户服
务需求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同时，还鼓励
有能力的家庭医生团队为60岁以下失能人
群提供力所能及的入户医疗护理服务。
为社区老年提供的健康服务包括：每年

提供1次包括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健康
指导和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
心电图等辅助检查项目在内的健康管理服

务；每年4次面对面随访了解血压、血糖控制
情况以及日常用药情况；推广使用“家医签约
慢病用药管理系统”，对慢病系统内管理的签
约居民按计划持续足量保障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脑卒中用药；居民可通过“健康天津
App”线上预约家庭医生签约、用药申请等，
基层机构线下提供便捷、优质、高效服务。

除此之外，我市还将为社区老年人开展
家庭病床服务。脑血管病导致偏瘫等慢性病
患者提出建立家庭病床申请，经家庭医生判
定适合在居民家庭进行检查、治疗和护理并
符合医保部门家庭病床条件，家庭医生团队

将按相关规定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期查床、
治疗和护理服务。另外，诊断明确、病情稳
定，且因长期卧床、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
确有困难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将
提供临时特需上门服务。患者或其家属提出
临时医疗服务需求，经家庭医生判定适合在
居民家庭进行检查、治疗和护理将签订临时
补充协议，由家庭医生团队按照相关规定为
患者入户提供血、尿常规、心电图等检查检验
项目，以及导尿、压疮护理、慢病用药输液等
医疗服务，有条件的团队还将提供针灸、推
拿、拔罐等中医药服务。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最近几日暖若
春季，我国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强回暖，北方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打破2月份历史纪录，
天津的最高气温也在周末创下1951年来
2月历史同期极值。不过，春季天气多变，
很快，气温将坐上过山车，周二最高气温将
降至5℃左右。

随着气温持续偏暖，昨天全市最高气温
依然保持23℃左右，气象专家分析，此次超
常回暖，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首先，亚欧大
陆“冷库”蓄在高纬，西风带的水缸底特别平
直紧密，寒潮下不来；其次，我国大部云量
少，阳光强烈，辐射热量充分；再次，黄土高
原、华北平原吹偏西风，它们翻过太行山下
沉，出现了强烈的焚风效应。正因为此，太
行山东麓、南麓是破纪录最多的地方。

随着西风带的摆动，一股冷空气已经
在路上，并将暂时终结北方、长江中下游的
异常温暖。我市也从昨天夜间开始，迎来
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今天起气温骤降，在
冷空气影响下，加之天空云量增多，周二最
高气温将仅为5℃左右，周中后期虽气温
企稳回升，但最高气温也都将维持在10℃
上下。气象专家提醒，季节交替，乍暖还
寒，市民要注意增减衣物，切勿受凉。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日前，我市和
平区总工会成立全区首家“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基地”，内容包括心理沙盘、VR虚拟现实心理训练系统、智
能击打呐喊宣泄系统等，为全区职工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吴迪通讯员兰飞摄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经过4周的寒假
生活，今天，全市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开学
第一天。记者从市教育两委获悉，连日来，
各学校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校园进
行全面的环境卫生整治，确保人员到位、设
备到位、设施到位、物资到位、制度落实到
位，切实保障春季开学平稳有序。

按照市教委要求，春季开学前，各区、各

学校要强化对返津返校学生、教职员工和外
包服务企业人员的健康监测，“一人一档”建
立返校师生员工健康监测信息台账，精准掌
握师生员工返校前14天的健康状况。

春季开学后，中小学校将继续实行相对
封闭式管理，所有学生、教师和外包服务企业
人员进入时，一律核验身份、检测体温，体温
正常者方可进入。各学校每日做好学生晨午

（晚）检和因病缺课监测。
同时，各校要切实做好校园内多病同防工

作。针对在校学生重点监测发热、干咳、乏力、腹
泻、呼吸不畅、流涕、咳痰等症状。一旦发现疫
情，做到快速启动，第一时间隔离、第一时间报
告，有效控制疫情波及范围。针对缺课缺勤学
生调查了解缺课缺勤原因，若因疾病或不适症
状缺课缺勤，详细记录所患疾病或症状信息。

返校师生健康监测“一人一档”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更好地保护七里海湿地生态环
境，宁河区计划今年暑期实施七里海生态移民搬迁工作，目前
北淮淀示范镇移民搬迁一期安置房主体已经完工，预计今年
暑期将可以入住。

据了解，北淮淀示范镇移民搬迁安置房一期建设安置房
219栋、总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目前主体已经完成，外部
装修也已基本完工。同期实施的市政配套设施及公共设施建
设，包括学校、卫生院、综合服务中心等主体也已经基本建成，
可为搬迁居民提供完善、便捷的生活配套设施，打造绿色、生
态、高品质的示范城镇。

为确保搬迁群众住上高品质的房屋，宁河区相关部门在
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从建房原材料到施工等各方面严格监
管，严把施工质量，让群众住得放心，住得舒服。接下来，宁河
区将开展调查摸底、房屋评估等一系列搬迁工作，确保圆满完
成七里海生态移民搬迁工作。

七里海暑期生态移民搬迁
北淮淀示范镇一期主体已完工

■本报记者高立红

日前，一名男童在天塔湖冰上行走期间落水，幸得三位上
班族相救转危为安。天塔湖水深危险，尽管景区进行提示，仍
有人无视安全提示，到冰上游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按要
求参观游览，为确保安全，请勿擅自进入湖面。

18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采访。天津广电网络运行维护
中心工作人员黎迅明介绍，事情发生在天塔湖靠近紫金山路
一侧。1月13日下午5时30分，他下班后到附近取自行车，
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
“一个10岁左右男孩在冰上走着玩，快到中间桥下时，冰

面变薄了。”黎迅明说，“那天下班时，天已大黑，男孩走近时，
我才看到。意识到危险时，他已经落水了。几百米外的南岸
有位女士，像是他的妈妈。”危急时刻，黎迅明的同事乔智、李
智、尤健三人迅速集结到距孩子约三米远的桥上。水已淹到
男孩脖颈。乔智把围巾甩给男孩，将身子探出桥面，李智抱着
他的大腿，三人合力拉着围巾，把男孩拖拽到厚实的冰上。

男孩冰上行走落水
三名“天塔”职工施救

持续扩大ODM白牌机业务

富士康增资泰达8亿元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天

津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又传捷报，行业龙头企业——鸿富锦
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8亿元，并新设富鸿云
计算（天津）有限公司，用于持续扩大其ODM白牌机业务。
此次增资扩产将为区域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据介绍，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属于富士康
科技集团云计算产品事业群板块。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昨天清晨，随着延
吉道220千伏电缆隧道工程复工复产，天津
31项电网基建工程陆续复工。

春节期间，国网天津电力组织全员安全
教育培训、考试，各工程依据实际情况，超前
谋划准备，把控关键环节，确保复工后工作顺
利推进。项目部在春节期间提前收集跟踪绿
码、行程码，了解掌握人员行程信息，集中管
理，严格落实消杀、测温、值守登记等各项防
疫措施，现场区域封闭管理，食品卫生周密准
备，确保实现“双零”目标。

昨天，津城气温回升，市民纷纷脱掉厚
重的外套，在户外运动休闲。

本报记者齐向颖摄

31项电网基建工程复工

工作忙减减压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42期3D开奖公告

0 6 1
天津投注总额：45255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7注
180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17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9 33 15 18 32 29 02

全国投注总额：442443732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注
116注
1241注
64086注

1262820注
13771604注

8959033元
255972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79807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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