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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我市出台措施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到 2022 年底

为老年患者提供全流程便捷服务

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95%

全市医疗机构推行
“五步工作法”
简化老年人
本报讯（记者 徐杨）发现老年患者就医不便问题，
就医各个环节，
提高老年人就医服务效率，
改善老年人就医服务
质量。记者昨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结
合本单位工作实际，
推行服务老年人就医
“五步工作法”
，
为老年患
者提供覆盖预检、
挂号、
缴费、
接受诊疗、
获取检验报告、
办理出入
院、
接受用药指导和享受居家医疗服务等全流程的便捷服务。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全面推行老年人就医十项便利措施，
各医疗机构必须保留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人工窗口，
在挂号窗口保留部分号源，畅通家人、亲友、基层医务人员等
代为老年人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的渠道。实行连班制
度，在中午门诊停诊时间内，保证窗口人员齐备，服务功能完
善，及时解决患者相关问题。
各医疗机构将探索老年人集中检查模式，
整合检查检验时
间，减少老年患者往返医院次数。推广诊间预约模式，由工作
人员在老年人就医时帮助老年人进行现场预约，
减少老年患者
在院内多次反复排队，
科学、
合理、
恰当地为老年患者预约好相
关检查检验复诊等。对于患者就诊不能当日取回检查检验结
果且需要因同一疾病查看结果再次就诊的，
原则上患者只挂一
次号，
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内部协调机制或免费号等方式解决。
各医疗机构将在住院患者服务中心的“助老服务点”，将
办理住院手续、医保手续、住院缴费退费、住院前检查检验预
约等功能进行整合，统一办理住院所需的各类事项，为老年患
者提供优先办理
“一站式”
服务。在病区或住院部提供出院费
用结算、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用血费用出院直接减免、出院小
结打印等
“一站式”
服务，让老年人办理出入院更便捷。
各医疗机构将逐步在院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各个部门
和点位实现
“助老服务点”
普遍覆盖，特别是在预检分诊、自助
设备、挂号缴费窗口、住院服务中心、投诉受理中心等老年人
就医不便的点位，专门设置清晰标识的
“助老服务点”
，安排充
足的工作人员，手把手帮助老年人办理各种就医手续。

“五步工作法”
第一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在入院扫码登记处设立助老服务点，协助老年人进行测温、登记、分诊等
环节，
使老年患者快速入院，减少等候时间。

第二步：医疗机构对老年患者按照疾病情况进行分诊后，针对已预约的患者，协助其至自助挂号机或
门诊就医窗口进行取号；
针对未预约患者协助其在窗口挂号，如相关科室号源已挂满，可根据病情协调为
老年患者加号，或进行当日登记并在合适的时间内为患者预约加号。

第三步：严格执行长处方制度，针对慢病老年患者，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下，部分药品可为老年患者
开具最长为 84 天的处方，减少老年患者来院次数。

次就医时间，或指导老年患者及其家属通过互联网医院就医的方式进行复诊，保障老年患者就医需要，形
成闭环就医流程。

第五步：加强老年患者健康宣教力度，在门诊大厅、住院病房等处，制作宣传板、印制宣传手册，并通过
多媒体形式，
为老年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养生保健、康复指导等健康知识，进一步推动大健康战略的实施。

七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

预计 7 月 22 日公布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获悉，2021 年我市艺术类本科批次、
体育类本科批次、普通类提前本科批次录
取已经基本结束，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
院校网站或招考资讯网（www.zhaokao.
net）查询本人录取结果。根据我市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进度安排，普通类本科批
次 A 阶段院校录取结果预计于 7 月 22 日
公布。届时，艺术类本科批次及普通类本
科批次 A 阶段余缺计划将同时公布，符合
条件的考生可在 7 月 22 日 9 时至 7 月 23
日 17 时期间进行填报。
截至目前，艺术类本科批次、体育类本
科批次、
普通类提前本科批次 259 所招生院
校共录取新生 4170 余人，其中艺术类本科
批次校考阶段录取 910余人，
艺术类本科批
次统考阶段院校录取 1890 余人，体育类本
科批次录取 230余人，
普通类提前本科批次
录取1130余人，
上述批次共计增加计划430
余个。

本报讯（记者 徐杨）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活动，规范医疗美容服务相关药品和医疗器
械生产、流通和使用监管，打击生产、经营和
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品、器械等行为，打
击虚假医疗美容类广告、信息以及不正当竞
争行为。记者昨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
市七部门从本月开始将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
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净化医疗美容市
场，促进医疗美容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此次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网信部门、公
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七部门专项整治的
重点包括：一是打击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
活动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具备法定
条件，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不得违法采
购、使用医疗美容类药品和医疗器械，
不得发
布医疗广告或变相发布广告。重点加强生活

美容服务机构监管，查处生活美容服务机构
及其他机构和个人未取得相应资质开展医疗
美容服务，以及医师到非医疗机构开展医疗
美容服务的行为。重视投诉举报线索，鼓励
有奖举报，严肃查处利用宾馆酒店、会所、居
民楼违法开展医疗美容行为。
二是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美容医疗
机构对本机构依法执业承担主体责任，其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医疗
机构应当建立并落实依法执业自查工作制
度，加强投诉管理，排查执业风险，消除安全
隐患。各机构要加强医疗美容项目管理，认
真落实医疗质量核心制度，规范医疗技术临
床应用管理。严禁机构聘用非卫生人员、超
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严禁
“以次充好”
，
使用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消毒器械；

严禁发布虚假医疗广告以及服务资讯类信
息；严禁违规分解手术项目；严禁价格欺诈，
严格按照公示的项目和标准收费。
三是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医疗器械行为。
加强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未依法取得
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合法资质的，严禁
从事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药品和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加强管理，依法生产、守法经营。美容医
疗机构应当向有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购买药
品、医疗器械，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按照适应
证依法合理使用医疗器械，严格医疗用毒性
药品和麻醉用药品使用。
四是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医疗
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非医疗机构不得发
布医疗广告。美容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
严格按照《广告法》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规
定，依法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并按规定
发布医疗广告；
未经依法审查取得批准，严禁
发布医疗广告，或以新闻形式、医疗资讯服务
专题（栏）、健康科普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广
告、虚假信息。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1年7月15日，
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3141件。其中：
滨海新区
2337件、
和平区383件、
河东区772件、
河西
区754件、
南开区875件、
河北区603件、
红桥
区319件、
东丽区665件、
西青区800件、
津南
区852件、
北辰区939件、
武清区790件、
宝坻
区870件、
宁河区589件、
静海区889件、
蓟州
区 651 件、海河教育园区 36 件，市水务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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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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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
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每天 8：
00—18：
00
专门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日前，天津国兴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天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混改落
地揭牌仪式，这是我市首家事业单位转企性质的企业实现股权
多元化改革，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悉，上海建科是全国工程监理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研发
创新能力突出，在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都具有雄厚实
力。参与天咨公司混改后，将携手国兴资本共同发挥各自优势，
通过取长补短、优势叠加、融合互促，加快推动新天咨公司建立
顺应市场需求的经营体制和市场化机制，
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天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前身为天津市机械设备成套局，
2020 年 1 月“事转企”后纳入国兴资本，其招标代理和造价咨询
业务在我市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

我市对实际种粮农民进行一次性补贴

补贴标准为每亩 11.8 元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实习生 张宝禧）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
对实际种粮农民产生影响，稳定种粮农民收入，我市对实际种粮
农民进行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亩 11.8 元，补贴资金将通
过
“一卡通”
方式直接发到种粮生产者手中。
根据《天津市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
我市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的对象，
包含村基本农户、
村集体耕地承包户、
国
有农场职工、
国有农场耕地承包户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
家庭农
场、
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含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新
型经营主体。粮食作物包括谷物（小麦、
玉米、
水稻和其他谷物）、
豆
类和薯类（甘薯、
马铃薯）。补贴范围以天津市 2020 年对种粮农户
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增量补贴播种面积和种
粮生产者信息数据为基础，
对实际种粮生产者发放一次性补贴。

疫情快报
7 月 14 日 18 时至 7 月 15 日 18 时

今天
我是法官

滨海新区海河
水上搜救分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张璐）天津市海上搜救
中心滨海新区海河水上搜救分中心昨天成
立。建成后的滨海新区海河水上搜救分中
心将在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导下，实
行全年 365 天全天候 24 小时的值守，开展
包括辖区人命救助、水域污染等水上突发
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
据了解，滨海新区海河水上搜救分中
心管辖水域为新港船闸以西至海河左岸三
川桥、右岸马厂减河之间的河段，大约 29.3
公里水域。通航水域具有航道窄、弯道多、
角度大、渡口渡船旅游船点位多、内河船海
船混行等特点，通航形势较为复杂，
事故风
险点较多。
据滨海新区海河水上搜救分中心负责
人介绍：
“我们建立了一个从应急情况预警
信息发布，到预案的启动，
再到紧急情况的
处置和恢复的一个链条，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应急管理体系，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了
从部门动员到全辖区动员。
”

我市首家“事转企”混改企业

天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混改

第四步：老年患者就医后，医疗机构医生、护理人员、志愿者和社工人员等，可为复诊老年患者预约下

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院校录取结果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市发展改革委、市邮政管理局等 8
部门联合制定的《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若
干措施》
（简称
“《措施》”
）正式印发实施，进一步加强快递行业包
装治理，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措施》提出了推进快递包装材料源头减量、减少电商快件
二次包装、推广可循环包装产品、加强可循环快递包装基础设
施建设等 17 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
工。到 2022 年底，全市快递包装领域法律法规标准落实机制
进一步完善，快递包装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实施；快件封
装操作绿色化、规范化、减量化、循环化水平显著提升，电商快
件 不 再 二 次 包 装 比 例 达 到 95% ，可 循 环 中 转 袋 使 用 率 达 到
95%，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 10 万个。到 2025 年底，贯
穿快递包装生产、使用、回收、处置的全链条治理长效机制全面
形成，快递包装领域市场主体法律责任和政府部门监管责任进
一步明确；快递包装基本实现绿色转型，包装减量和绿色循环
的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
进行二次包装，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编织
袋全面禁止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 30 万个。

昨 日，来 自我
市崇化中学的学生
走进和平区人民法
院，法院工作人员
向同学们讲解宪
法、法徽、法槌的含
义，以及审判成员
的构成、庭审的基
本流程，并组织学
生进行了模拟庭
审，亲身感受了法
庭的庄严，对法院
的基础工作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我市支持重点企业相关政策公开征求意见

多重
“大礼包”
支持重点企业来津
本报讯（记者 陈璠）记者从市发展改革
委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加快实现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争取
更多重点企业来津布局，市发展改革委牵头
组织制定了《天津市支持重点企业的政策措
施（试行）》，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措施》共十七条内容。
《措施》提出，
符合
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大产业支撑作用，与各区人民政府或滨
海新区各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协议的企
业，经市政府批准，享受重点企业支持政策。
各区人民政府综合考虑企业对我市经济贡
献、带动就业等因素，
可以对为我市作出突出
贡献的重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给予奖励，奖
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在我市没有总部用地的重点企业可以独
立或者与其他企业成立联合体申请总部大厦
建设用地，项目用地采取挂牌出让方式供
应。重点企业新建、改建租赁住房，
可按照相
关规定向所在区人民政府申请中央财政支持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奖补资金。重点企业职工

购房按照我市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
改革任务工作方案执行。
经所在区人民政府认定为对本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重点企业员工，
可以按
照相关规定直接办理落户手续。重点企业员
工可以依托创新项目组建团队申报天津市市
级重点支持“项目+团队”等人才政策支持。
重点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户籍已迁入我
市，
且在我市有自有住房的，
配偶、
子女可以直
接投靠落户。各区人民政府统筹协调区内资
源，
为其配偶来津提供就业等服务保障。
对重点企业员工提供便利化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员工，按
照参保地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可
以在我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住院和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市医保局启
动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
并指导定点医药机构做好外省市异地就医人
员的门诊慢特病结算服务，提供与我市参保
人员一样的管理服务。
重点企业来津落户首年，主要负责人可
以申请办理“天津市企业家电子医疗贵宾

卡”；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申请办理医疗保健
证。自来津落户第二年起，每年经市发展改
革委、市合作交流办认定后，其主要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可继续享受相关医疗待遇。
在行业通用的资质证书、技术及产品的
资质证书上实行同级别转认；积极探索已取
得相应资质的外省市总部企业在津新注册全
资子公司的资质协同认定，给予其市级最高
级别资质认定过渡期。
凡持有北京市或河北省居住证，来津居
住且符合居住证申请条件的重点企业员工，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换领我市居住证。
重点企业可以直接申请小客车指标。来
津落户一年内，可直接申领不超过 10 个承接
落户类其他指标。此类指标的使用及管理按
照天津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执行。重
点企业非我市户籍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视同我
市户籍人员申请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摇号
（竞价）资格。
此次政策措施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级
有关部门负责解释。我市重点引进的事业单
位、行业协会、教育医疗机构等可参照执行。

我市新增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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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 18
时至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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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18时至7月15日18时，
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均为中国籍，
摩洛哥输入1例，
西班牙输入2例），
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64例（中国籍237例、
菲律宾籍8例、
美国籍
4例、
乌克兰籍3例、
波兰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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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陶宛籍1例、
日本
籍1例），
治愈出院248例，
在院16例（轻型3例、
普通型13例）。
第 262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摩洛哥。
该患者自摩洛哥经法国巴黎转乘坐航班（CA934），
于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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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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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胸
CT示肺上叶后段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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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 263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牙
瓦伦西亚。该患者自西班牙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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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 月
14 日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8.2℃，伴咽干、鼻塞、头痛、肌肉酸痛
等症状。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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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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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 264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牙
马德里。该患者自西班牙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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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 月 14
日出现发热，
最高体温 38.2℃，
伴有畏寒、周身肌肉酸痛、咽干、咳
嗽等症状。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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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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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7 月 14 日 18 时至 7 月 15 日 18 时，我市新增 1 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64 例（境外输入 259
例），尚在医学观察 18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214
例、转为确诊病例 32 例。
我市第 264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匈牙
利。该患者自匈牙利经波兰华沙乘坐航班（LO93），于 7 月 8 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3℃，申报无异常。因其
亲属曾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即与其
亲属共同转入空港医院隔离观察，其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于 7 月 11 日转运至东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 月 14
日新冠病毒核酸鼻咽及口咽拭子检测结果为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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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 217 例无症状感染者、第 253 例无症
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 7 月 15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 13876 人，尚有 348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