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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18时至8月31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8月30日18
时至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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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18时至8月31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轻型，其中突尼斯籍1例，突尼斯输
入；无症状转归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28例（中
国籍292例、菲律宾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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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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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
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治愈出院283例，在院45例（其
中轻型10例、普通型35例）。

第32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突尼斯籍，近期居住地为突
尼斯。该患者自突尼斯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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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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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后体温升高，最高
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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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328例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中国籍、加纳输入），病人于昨晨出现发热，体温
37.6℃，伴鼻塞、咳嗽、咳痰等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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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CT进入疾病恢
复期。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重型更
改为普通型。

8月30日18时至8月3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美国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329例（境外输入324例），尚在医学观察22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266例、转为确诊病例41例。

第32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国。该
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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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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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
院标准，于8月30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

第302例无症状感染者于8月30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
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8月3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5233人，尚有32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医保参保“加强版”今起实施
集中参保缴费期调整 明年起可随时办理参保 清理规避重复参保 三类原因可退费

地震预警网在我市试运行

遇京津冀4级以上地震可第一时间报警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助推全区高
质量发展，宁河区积极推动移动、联通、电
信三大运营商分别与该区搭建合作桥梁，
共同探索5G应用、新基建、数字乡村建设
等项目合作，目前已经在芦台街、桥北街、
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区、淮淀新市镇等区
域累计建成753个5G基站。

据介绍，今年下半年，宁河区将继续加强
政府资源免费开放力度，积极培育5G应用试
点示范项目。开展5G+现场培训，不断推动
5G网络赋能百业，构建宁河智能化发展新格
局。按照计划，宁河区下半年计划建设700M
频段5G站点212个，重点覆盖农村地区，争
取年底前实现全区5G网络村村通。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按照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为畅通我市
中小学“五项管理”（手机、睡眠、作业、读物、
体质管理）工作举报渠道，及时面向社会收

集违反相关工作要求的问题线索，督促各区
“五项管理”严格落实到位，昨天，市教委公
布我市中小学“五项管理”工作举报平台和
热线电话，即日起受理广大群众监督举报。

举报平台：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

热线电话：83215060（工作日：8时30
分至12时，13时30分至18时）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为增强区域教
育资源布局规划的科学性预见性，进一步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依法保障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昨天，和平区发布“小
学就学和初中入学政策调整办法”，对小
学登记入学条件、小学申请转入条件和初
中派位录取条件作出调整。

调整小学登记入学条件

小学一年级登记入学，须持有与和平
区户籍地址相同的房产满三年，并设政策
过渡期。2022年入学，须在2021年 12月
31日之前持有；2023年、2024年入学，须在
2022年8月31日之前持有；2025年及以后
入学，须持有满三年。持有房产满三年时
间截至入学当年的8月31日。2021年8月

31日之前已持有房产的，不受影响。
持有房产不满三年，确因特殊实际困

难，适龄儿童无法在天津市其他区落户入
学的，须提供相关证明，小学入学、初中入
学在区内统筹安排。

调整小学申请转入条件

小学其他年级申请转入，须持有与和
平区户籍地址相同的房产满三年。房产在
2021年9月1日当日及以后持有的，须持有
满三年方可提出转入申请。持有房产满三
年时间截至入学当年的8月31日。2021年
8月31日之前已持有房产的，不受影响。

调整初中派位录取条件

从 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小学一年

级入学和其他年级转入的学生毕业登记
时，须与入学登记或申请转入时的房产
及户籍信息一致，方可参加初中派位录
取，否则将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公
办初中。

上述房产是指存量房屋（二手房），新
建商品房（一手房）不受影响。私产房屋须
持有全部产权，持有时间以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的签章日期为准，公有住房持有时间
以取得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的签章日期
为准。

据了解，这次政策调整，自2021年9月
1日起施行。“此次调整只针对2021年秋季
学期及以后小学一年级入学和其他年级转
入的学生，和平区原有各年级学生不受影
响。”和平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按照国家渤海伏季休渔实施方案，
9月1日12时，为期4个月的渤海伏季休渔将全部结束，渔民
可以驾船下海捕捞。届时，我市滨海新区大约有400条渔船
将出海捕捞，当天捕捞的皮皮虾、梭子蟹、对虾等渤海特产将
上岸销售，端上市民餐桌。

据介绍，为了修复渤海渔业生态环境，避免乱捕，从1995
年开始，我国进行渤海伏季休渔，到今年已经26年，效果良
好。这期间，我市积极落实各项渤海伏季休渔规定，严厉打击
海上偷捕。与此同时，每年还向渤海湾增殖放流水产苗种。
2021年，放流了10多亿尾，全部为人工孵化，数量超过10种，
有对虾、皮皮虾、梭子蟹、梭鱼、花蛤等，其中对虾放流数量最
多，约占80%以上。由于渤海湾海水质量得到改善，加上伏季
休渔等措施，促使放流的苗种正常生长，经相关部门监测，效
果良好，今年回捕有望获得大丰收。另外，9月1日12时起，
海上渔业旅游项目也可以捕捞，游客在船上就可以品尝今年
第一网新鲜海鲜。

根据相关规定，开海捕捞的渔船需要有捕捞许可证等，捕
捞的渔具要符合国家要求，严禁海底拖网等破坏渔业生态环
境的网具下海作业，违者要受到重罚。此外，渔船主要有通
讯、救生等相关的安全生产配套措施，“三无”渔船严禁下海捕
捞，违者，渔船将被拆解，船主将受重罚。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日前，市医保
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发布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今起施行，有效期5年。
《通知》明确了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待遇
衔接、有序清理并规避重复参保、完善退费
服务机制等问题的具体措施。自2022年
起，未在我市居民医保集中申报参保缴费
期（10月至12月）办理下一年度我市居民
医保参保登记缴费手续的参保人员，可在
下一年度随时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相关手
续。同时，根据日前发布的《关于调整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期
的通知》，2022年，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期由2021年 9月至12
月调整为2021年10月至12月。
《通知》对如何做好参保待遇衔接作

出了明确规定，重点包括两类情形。市医
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规范职工医保
待遇衔接方面，已连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2年及以上（不含补缴）且中断缴费3个月
内重新参加我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自
参保缴费之月起享受待遇；超过3个月的，
设置6个月待遇享受等待期，等待期期间
发生的医疗费用职工医保不予报销。”
“在规范居民医保待遇衔接方面，已

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相关手续的参保人
员中，已连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年及以
上（不含补缴）且中断缴费3个月内重新参
加当年度我市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自参
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超过3个月的，设
置6个月待遇享受等待期，等待期期间发
生的医疗费用居民医保不予报销。未连
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年及以上（不含补

缴）参加我市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设置6个
月待遇享受等待期，等待期期间发生的居民
医疗费用医保不予报销。”该负责人介绍。
《通知》规定，将有序清理并规避重复参

保。“重复参保是指同一参保人重复参加同一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制度内重复参保）或重复
参加不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跨制度重复参
保），具体表现为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参保人有
两条及以上参保缴费状态正常的参保信息记
录。原则上不允许重复参保和重复享受待遇
（含补差报销）。”该负责人介绍，为有效规避
我市重复参保情况，除政府按规定资助参保
的生活困难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收入家
庭等困难群众外，“在我市已参加职工医保
的，原则上不允许参加居民医保。”

在具体衔接经办方面，该负责人介绍：
“参保人可在暂停职工医保参保关系后，参

加所在年度或下一年度居民医保，暂停职工
医保参保关系当月可按规定享受职工医保
待遇。在集中缴费期已参加下一年度居民
医保，再次申请参加职工医保的（不含补
缴），参保人在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缴费时，同
步暂停居民医保参保关系，并于12月31日
前及时办理居民医保退费手续。已参加当
年度居民医保再次申请参加职工医保的，参
保人在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缴费时，同步暂停
居民医保参保关系。职工医保存在待遇等
待期的，可继续享受居民医保待遇，确保待
遇有效衔接。”
《通知》明确，在同一年度内，参保人员参

加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起付标准及支付
限额等按各自政策分别计算，医保待遇就高
享受。同时，对因执行政策、调整政策、经办
原因办理退费如何申请也作出了详细规定。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日前，市国资委、
泰达控股与中国人保集团核心企业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津举行，并就深化多
层次、多领域战略合作举行座谈。此次战略
合作协议的签署，彰显了金融保险行业对泰
达控股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

人保集团此次携手泰达控股共同探索
地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央企险资“产
业+保险”的战略合作新模式，为合作共赢
注入新动能。

畅通我市中小学“五项管理”工作

市教委公布举报平台和热线电话

和平区调整小学和初中入学条件
调整针对2021年秋季学期及以后小学一年级入学和其他年级转入的学生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通讯员 郭文超）天津是中国地震
预警网首批示范运行的6个试点省市之一，记者从市地震局
了解到，目前，地震预警系统已在我市试运行并提供试点服
务，当京津冀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时，安装地震预警信息服
务终端的单位可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并发出警报。

天津地震台主任邱虎告诉记者，我市已建成各类地震预
警监测站点203个，布设专业监测预警设备323套，实现了京
津冀地区1653个预警站点的数据实时共享与分析处理。目
前，全市共安装了50套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终端，可为政府、学
校、企业等单位提供地震预警信息。

地震预警有哪些作用？具体来说，地震发生后，预警系统
可以赶在破坏性横波到达目标区域前发出紧急警报，为地震
影响区范围内的人群提供数秒至数十秒的应急避险时间，减
少人员伤亡；对于高速铁路、核电站、燃气管线等重大基础设
施和生命线工程来说，收到预警信息后可以及时采取紧急处
置措施，减少次生灾害；预警系统还能为震后烈度评定、震灾
评估、救灾指挥等提供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天津市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将于年底前
颁布实施，对我市地震预警管理体制、规划建设、设施保护、信
息发布、应急响应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为公众提供更加规
范、优质的地震预警服务。

今日12时渤海开海捕捞

对虾皮皮虾梭子蟹等将上餐桌

市国资委、泰达控股与人保集团战略合作

探索“产业+保险”新模式

宁河区与三大运营商合作

年底前5G网络村村通

为丰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多种消费业态，日前天津跨境电商

保税零售业以“酷吧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店”形式，将保税仓优

化空间打造成“前店后仓”模式。体验店位于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六

路，汇聚了来自德国、韩国、日本等近10个国家的近千种商品，设

有跨境商品展示区、直播间和体验区等，在这里消费者可享受国家

给予的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的各项优惠，实现跨境电商的保税

零售。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跨境电商“前店后仓”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蓟州区充分利
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促使绿水青山加
快变成金山银山，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全力搞好招商引资，助推全区高质量发
展，今年1至7月份，共签约北京地区项目
6个，协议投资额130亿元。
蓟州区加快补齐开发区配套设施短

板，与国家能源集团、国华盘电公司成立合
作公司，蒸汽管网项目获得国家能源集团
立项、投资决策批准。与中交京津冀区域
总部开展深层次对接，加快产城融合创新
区项目建设，控规、产业规划和项目可研报
告编制工作有序推进。抓好交通协同，加
快融入北京半小时通勤圈。积极与北京、
河北等地沟通对接，加速推进北京轨道交
通平谷线东延项目建设，着力打造轨道上
的蓟州。仓桑公路东延、马营公路西延、邦
喜公路二线连接线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展良
好，与北京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聚焦新
材料、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推动北京金威
焊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与河北工业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签订产学研
协议，新挂牌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2个。

蓟州区签约6个北京项目

协议投资额130亿元

日前，河北区科普资源服务中心揭牌

成立，整合科技工作者、科普信息员、科普讲

师团等各类人才资源，发挥科普大篷车、科

普画廊、社区科普e站等阵地作用，组织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探索科普服务的新途径、

新方法。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