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监管 机构自治 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

我市构建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

5 天津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刘国栋

7月24日18时至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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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河生物新检测基地落成

我市迅速精准释放国家惠农“红利”

6395万元惠及70.3万户种粮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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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风“烟花”影响
津城本周将有雷阵雨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7月24日18
时至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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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8时至7月25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津巴布韦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271例（中国籍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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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籍1例），治愈出院254例，在院17例（其
中轻型2例、普通型14例、重型1例）。

第27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津巴
布韦。该患者自津巴布韦哈拉雷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
（CA934），于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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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津南区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7月24日出现发热症状，即由120救护车转
送至空港医院就诊，新冠病毒IgG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新冠
病毒核酸鼻拭子、咽拭子、痰标本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即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两下肺叶片状磨玻璃密
度影，两肺间质纹理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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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18时至7月25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印度籍），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75例（境外输
入270例），尚在医学观察1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
察225例、转为确诊病例32例。

第275例无症状感染者，印度籍。该患者乘坐“日光王
牌”轮，于7月24日抵达天津邮轮母港Y1泊位，入境时体温
36.9℃，申报无异常。当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7
月25日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
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
实施闭环管理。

第26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氧合指数259mmHg，
病情加重，予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患者VTE评分为6分，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由普通型转为重型。

截至7月2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4230人，尚有5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刚刚过去的周末，闷热感强烈，特
别是午间最高体感温度接近40℃。延续昨天的天气特征，今
天闷热感持续。本周，受台风“烟花”影响，津城将出现雷阵雨
天气过程。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今明两天，我市仍以高温高
湿天气为主，即使偶尔会有局地热对流出现，但难解闷热“困
局”，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在34℃。

同时，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已于25日12时30分前后
在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烟花”登
陆后有可能在华东地区长时间回旋或滞留，浙江、上海、江苏、
安徽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风雨。受台风外围东南气
流和北部高空槽影响，自26日夜间起，津城也将出现雷阵雨
天气，降雨集中出现在27日白天到夜间。

九种情况不能申请定点医疗机构

本报讯（记者徐杨）压实医疗机构主体
责任，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加大政府综
合监管力度，畅通社会监督渠道。记者昨日
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市将在推行医疗卫
生行业综合监管相关制度的基础上，从4个
方面入手建立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工作机
制，构筑政府监管、机构自治、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的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工作局面。

压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
推进医疗服务全员监管

各医疗机构将建立依法执业自查制度，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自查、每季度至少开
展一次日常自查，根据风险隐患、医疗纠纷等
情况适时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自查。通过自
查自纠自改，教育引导全体医护人员坚持依
法执业，热情服务。落实自查奖惩制度，医务
人员的依法执业情况纳入本人年度考核，并
与绩效分配、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挂钩。

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
推进医疗服务全要素监管
各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和行业协（学）

会，将通过组织制定行业标准、规范执业行
为、维护行业信誉等方式，推动我市医疗服

务标准化建设，引导各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
自律。各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和行业协（学）会
还将运用检查结果，发布典型案（事）例以及
医疗技术、药品器械使用风险警示，对行业内
从业人员和机构开展专业培训和宣传教育。

加大政府综合监管力度
推进医疗服务全系统监管

发挥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基层医疗

机构公共卫生服务卫生监督协管员的“哨
点”“眼线”作用，在一定领域开展联合执法，
强化监管结果综合运用。各区将结合医疗
机构依法执业自查结果、信用评价结果、校
验管理、既往监督检查、投诉举报、不良记分
等情况，建立医疗机构信用记录，公布严重
失信者“黑名单”，并向各区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推送守信、失信及奖惩信息，建立以信用
为基础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推进医疗服务全方位监管

用好 12345 全市统一投诉举报平台，
畅通举报途径，规范线索处理程序，做到有
报必查、查必有果。借鉴建立有奖举报制
度的做法，鼓励公众提供违法违规案件线
索，逐步实现对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全方
位监管。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疗保障局
日前印发《天津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
了哪些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医保定点、应当
具备的条件，以及不得申请定点医疗机构
的九种情形。
《办法》明确，互联网医院可依托其实

体医疗机构申请签订补充协议，其提供的

医疗服务所产生的符合医保支付范围的相
关费用，由经办机构按规定与其所依托的
实体医疗机构进行结算。
《办法》明确，医疗机构有下列九种情

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定点申请：
以医疗美容、辅助生殖、生活照护、种

植牙等非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要执业范围
的；基本医疗服务未执行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制定的医药价格政策的；未依法履行行政
处罚责任的；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
定点，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的；因违法违规
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3年或已满3年但未完
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因严重违反医
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1年或已满1
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违
规导致原定点医疗机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
满5年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
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短短4个工作日，中
央财政6395万元的一次性补贴种粮农民资
金，就迅速下达到全市10个涉农区，精准发放
到70.3万户（次）种粮农户的手中，补贴542万
亩农地。我市释放国家稳定种粮农民利益政
策“红利”的速度和精准度，跑在了全国前
列。截至7月22日，发放补贴到户率达99.6%。

据悉，国家推出此项惠农政策，是为应对
农资价格上涨对实际种粮农民增支影响，保
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种粮农民收入。财政
部对此次补贴发放要求时间紧、任务重、惠及

面广，并安排各地7月中旬发放到户到位。
市财政局第一时间会同市农业农村委研究制
定实施方案，并精心组织召开工作视频会，向
全市10个涉农区安排此项工作，仅用4个工
作日就将中央财政资金加速下达各涉农区，
迅速保障资金及时发放。

发放速度快，更要落点精准。我市充分
利用2020年种粮农户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确
定此次补贴实际种粮农民的对象，包括村集
体耕地承包户、国有农场职工、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补贴标

准为11.8元/亩。各级财政等部门密切配合，
以一天不耽误的精神，精准识别、及时发放，
确保不误农时，精准释放国家全力支持粮食
生产的政策信息。

同时，实地核实、安全到户。此次发放的
补贴资金利用金融机构代理的“一卡通”进行
发放，金融机构及时开通手机短信或微信提
醒服务，告知农户到账信息。市财政局还于
7月20日深入宁河、静海两个区的2个乡镇和
4个村庄，实地走访种粮农户，核实补贴资金
全部到账情况。

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一标段主体封顶
二标段8月开工 明年6月底项目全面竣工

▲昨日，河东区大王庄街道
信和苑社区举行暑期消夏亲子活
动，现场设有水枪泡泡大战、童心
执笔绘长卷等，丰富社区学生假
期生活。

�暑假期间，我市各大文博
场馆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吴迪通讯员潘莹摄

我市召开延迟退休
改革征求意见座谈会

一周天气

■本报记者胡萌伟

酷暑之下，我市重点工程建设现场也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日前，记者在位于东
丽区重工路的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项
目建设现场看到，运送建筑材料的卡车来来
往往，工人们正紧张作业、挥汗如雨。

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建设项目是
天津市重点工程，工程总占地面积约20.5万
平方米。一标段工程建筑面积约11.6万平
方米，包括燃料电池试验室、动力电池性能及
安全试验室、新能源整车试验室等。

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新能源项目一标段
项目经理李耀虎介绍，一标段主体结构已全
面封顶，目前正在进行二次结构、装饰装修

等，预计年内完工移交工艺设备安装。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但在项目部看来，眼

下的工作却更考验他们的细心和耐心。“由于
这是一个大型试验室项目，对工艺设备的安
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做设备基础施
工的时候，有大量的技术参数需要和建设单
位、工艺使用部门、设备供应商等方面反复沟
通确认，一点儿也不能出差错。业主对整体
装修效果也十分重视，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
考察调研和方案沟通。”李耀虎说。

为了确保项目如期交付，眼下一标段共
有约850名建设者鏖战现场。此外，包含科
研中心、厂区道路、配套管网等施工内容的二
标段也正在进行前期施工组织，计划8月正
式开工。预计明年6月底，新能源汽车检验
中心（天津）建设项目将全面竣工。

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建设项目，是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服务国家新能源和氢
能产业发展战略、服务天津市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服务行业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项目定
位“世界一流、国内领先”，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新
能源整车领域规模最大、测试能力覆盖最全的
研发验证和测试基地，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为稳妥推进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汇聚众智、凝
聚共识，按照国家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工作协调小组安排，我市分别组织征求不
同行业、各类群体对延迟退休改革的意见
建议。7月25日上午，首场延迟退休改革
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

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
性质、类型、规模、行业的用人单位代表和
职工代表，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代表
参加，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与会
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和切身感受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就改革节奏、配套政策措施等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下一步将及时
向国家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反馈。

27只被救护猛禽
四川“重返山林”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我市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
本科批次A阶段征询志愿、艺术类本科批
次征询志愿录取工作已结束。各批次征询
志愿院校专业组录取最低分可详见招考资
讯网（www.zhaokao.net）。7月26日上
午9时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院校网
站、招考资讯网等多种途径查询征询志愿
的录取结果。

本报讯（记者陈璠）从市规划资源局获
悉，昨天，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
心在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扎萨格附近成
功放飞了被救护的秃鹫、红隼、苍鹰等27只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据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负责
人介绍，此次放飞大自然的27只猛禽都是
该中心在日常工作中救护的，包括2只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秃鹫、24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红隼和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鹰。
“救护之初，这些野生动物体质虚弱，存在
不同程度的伤病，经过中心工作人员的专
业诊疗和精心饲养，目前它们各项身体机
能均已恢复，符合放飞条件。综合考虑这
批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经过筛选比对，我们最终选择了在自然
生态好、生物多样性丰富、地理位置适宜的
四川阿坝州进行放飞。”

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
艺术类本科批次

征询志愿录取结果可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白求恩·天津骨科加速康复联
盟正式成立。该联盟集合了我市设有骨科的三甲医院，将通
过“无痛、无应激、无并发症，好疗效”的治疗理念，减少手术对
患者生理及心理的创伤和影响，减少术后并发症，达到快速康
复的目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邱贵兴表示，
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不论是开药、打针还是手术，都会给病人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做任何一项治疗一定要做到尽量
减少病人的痛苦，让病人能够早点康复，这就是加速康复的核
心理念。好的医生不仅能够实施高难度、高精尖的手术，还可
以用最合理、最简单、伤害最小的办法解决病人的痛苦。

骨科加速康复联盟主任委员、天津医院院长马信龙教授
表示，在治疗过程中每一步都提前想到、提前着手，并发症就
会减少，患者的功能恢复就会更好，实际住院时间自然就短，
整体花费也就少了。白求恩·天津骨科加速康复联盟将科学、
规范、有序地开展加速康复试点各项工作，通过扎实有效的公
益举措提升医疗质量，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本报讯（记者万红）记者日前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天津
海河生物医药科技集团（以下简称海河生物）新检测基地在天
津经开区落成。新检测基地落成后，海河生物在天津经开区
的检测基地总面积将达到10000平方米，成为我国最具规模
的医疗器械非公有制第三方检测基地，各项检测能力将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此次落成的新检测基地总面积为7000平方米，
配备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各项检测设备，除了可开展生物相
容性检测、临床前动物实验、化学测试、微生物测试等原有检
测基地的项目外，还将新增加医疗器械可用性实验、网络安全
测试、疲劳测试等全新检测项目，检测能力进一步升级。“各类
医疗器械，大到核磁、CT机，小到心脏支架、骨线、骨钉等，在
产品上市之前都要进行各类的合规性检测，而海河生物检测
基地可以提供全流程的检测服务。”海河生物销售副总裁黄旭
威说，“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包括了国内外数百家医疗器械
制造商以及部分高校、各类研究机构，检测结果可同时得到世
界上100多个国家的认可。”

我市成立骨科加速康复联盟

疫情快报

照片由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