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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市中医药服务体系提质扩容

打造“15分钟中医药健康圈”

9月7日18时至9月8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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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18
时至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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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7日 18时至 9月 8日 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331 例
（中国籍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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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例，在院33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26例）。

第32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CT示右肺中下
叶及左肺上下叶炎性病变。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患者新
冠肺炎分型由轻型更改为普通型。

9月7日18时至9月8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33例（境外输入328例），尚在医
学观察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83例、转为确诊
病例42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9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300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9月7日从海河医院出
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30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9月8日从
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319例无症状感染者、第320例无症状感染者、第321
例无症状感染者、第322例无症状感染者于9月8日从海河医
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9月8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5301人，尚有18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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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张婧怡

昨天下午，一场等待了30个春秋的认亲
活动在公安静海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举
行，来自重庆的崔某某（化名）夫妇与失散时
仅3岁的儿子小亮紧紧相拥，割舍不断的骨
肉深情、跨越半生的牵肠挂肚，在此时此刻
都化成了喜悦的泪水，久久不停……

今年8月，公安静海分局打击犯罪侦查
支队在工作中发现，家住静海区的刘某（化
名）疑似被拐人员。经过大量信息提取、筛
选、比对工作，并在重庆公安机关协助配合
下，最终确认刘某就是崔某某夫妇失散30年

的儿子小亮。
这是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的

第12场认亲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公安机
关已成功帮助30个失散家庭实现了团圆梦，
骨肉团圆的感人画面在津沽大地不断上演。

据介绍，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我市
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和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第一时间成立“团圆”行动领导小组，
组织刑侦、法制、人口管理等部门精干警力，
建立市局、分局侦破拐卖儿童积案两级工作
专班，对每起拐卖儿童积案逐案成立专案
组，集中优势资源破案攻坚，帮助更多离散
家庭早日团圆。“团圆”行动中，公安机关按

照“一信息、一档案、一专班”的工作原则，对
受理的信息逐条采集录入、逐条审核把关、逐
条比对核查，充分运用多种方式开展深度查
找，协调联动民政等部门，全力推动“团圆”行
动深入开展。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一个孩子
都在爱与期盼中降生，是父母的心头肉、掌中
宝。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助力被拐
儿童与家人团聚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公安机关守护万家安宁的生动实
践。天津公安机关始终以“零容忍”态势，不
断强化打拐反拐各项工作，推动“团圆”行动
取得更多战果成效，让爱回家、让爱团圆。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近日，天津市低碳
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制的《零碳建筑认定和
评价指南》《食品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指南》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自2021
年9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市首个低碳团体
标准。
《零碳建筑认定和评价指南》的制定填

补了国家建筑领域中零碳建筑标准的空白，
助力建筑从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

碳建筑进一步向“零碳建筑”迈进。《食品制
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完善
了国家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指南中的行业类别，不仅对食品行业的降碳
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更是提高了行业碳核查
等基础数据收集的准确性。

据了解，《零碳建筑认定和评价指南》中
的控制指标和碳排放量核算是零碳建筑认
定的主要依据。控制指标包括建筑室内环

境参数和能效指标两个方面，目的是在保证
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建筑用能
需求。碳排放核算是对建筑碳排放的量化，
鼓励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抵消建筑用能，
以实现建筑的零碳排放。《食品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中的主要技术内
容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步骤与方法，明确了
食品行业特有的过程排放和污水处理系统排
放的源和计算方法。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本报2021年8月26日刊发了《四平
西道总医院附近有人私自圈地收停车费》的报道，引起关注。
日前，和平区城市管理委负责同志、区停车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了整改情况。

经查，报道反映的停车问题属实。目前，和平区城市管
理委已联合辖区相关部门，就市民反映问题进行规范整治。
一是和平区停管办第一时间约谈“问题停车场”负责人，对
其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整改。同时加强对停车收费员管理约
束，依法依规维护停车场秩序。二是城管部门联合公安、交
管和属地街道执法部门，针对正规停车场超范围停车收费等
经营不规范问题，加强巡视管理，明察暗访，揪出问题点位
不留死角。三是针对违规私设停车场，由交管和平支队设置
“禁止停车”标识牌，通过占领式管理取缔不法停车场，实现
整顿目的。四是举一反三，对全区所有停车场进行摸排，查
找违规经营、乱收费等问题，发现一处处理一处，绝不姑息
纵容。

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将根据停车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进一
步研究相关工作方法和机制，探索“智慧停车”项目，采用智
慧化、专业化管理模式，加快破解中心城区停车难题。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我市全面加
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水产苗种人工繁育
力度，日前，经过科研人员多年不懈努力
获得重大突破，其中口虾蛄人工繁育获
得成功，并初步实现规模化育种。

口虾蛄，俗称皮皮虾，是渤海地区重
要渔业经济甲壳类，但目前国内外尚没
有人工繁育的苗种，已成为国际性水产
育种难题。为攻克这一世界性育种难
题，市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研发了一
种专用孵化器，满足口虾蛄孵化所需。
2019 年、2020 年人工繁育获得初步成
功，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继续攻关，今
年终于实现口虾蛄人工繁育规模化，成
功繁育口虾蛄假蚤状幼体500万尾，期
中已在渤海湾增殖放流90余万尾。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 通讯员 焦

轩）日前，公安交管部门将河西区气象台
路和平山道交口北口第二条机动车道调
整为“可变车道”，即每日7时至8时30
分、16时30分至19时，该车道仅供左转
车辆使用；每日8时30分至16时30分、
19时至7时，该路口北口的第二条机动
车道作为直行车道，供车辆直行驶往紫
金山路方向。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天从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根据《天津市中医药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我市将实施
中医药服务体系提质扩容工程，完善中
医医疗资源配置，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推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下沉，为市
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中医药服
务。未来五年，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原则上将
全部设置中医类临床科室，强化中医药
人员配备和中药房建设。

据市卫生健康委中医处处长于春
泉介绍，过去的五年间，我市中医医疗
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中医二附院及和平
区、津南区、红桥区中医医院搬迁至新
址，南开区中医医院开设分院；中医一
附院、二附院建设项目入选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工程建设项目；中西医结合医
院（南开医院）、中医三附院启动新一轮
规划建设。截至“十三五”末，我市拥有
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内的55所中医
医院，中医医院编制床位数达1.01万张，
卫生机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达
1.05万人。

于春泉表示，虽然我市中医医疗和
预防保健服务能力得到持续提升，但中
医药事业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
问题，部分区中医医院面积、规模、科室
设置未达到二级中医医院标准，综合医
院、专科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偏弱，有
的医院未设置中医临床科室，有的医院
无中医病房。“十四五”期间，围绕进一
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我市将从加强

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筑牢基层中医药阵
地、支持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医联体三方面入
手，实施中医药服务体系提质扩容工程。

一是加强中医市级医学中心和市级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争创国家中医医学中

心。完成中医一附院、二附院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工程，中医药研究院二期工程和
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防控中心建设。推进
中医三附院建设，建成一批中医药特色优
势突出的中医特色医院。同时，建设完成
河北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西青区中医医院，
实现区级中医医院全覆盖。推动河西区中
医医院、红桥区中医医院、宁河区中医医
院、蓟州区中医医院、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完
成在建项目，推动东丽区中医医院和河东
区中医医院新址建设，提升区级中医医疗
机构服务能力。

二是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国医堂提档升

级，开展不少于10项的中医适宜技术。鼓励
社会力量提供中医药服务，支持中医特色专
科医院、门诊部、诊所规范经营、连锁发展，
打造百姓身边的“15分钟中医药健康圈”。
与此同时，支持三级中医医院通过管理输
出、专科联盟、技术推广等方式引导优质中
医资源下沉；鼓励中医医师为家庭医生团队
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

三是支持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医联体，在

医联体内推广中医专科专病诊疗方案和技

术方法。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与高水平综合
医院、专科医院建立专科医联体，重点推进
肿瘤、心血管、脑血管、儿科、呼吸、重症医
学、传染病等专科医联体建设，辐射带动基
层医疗机构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我为群众办
实事”是服务和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和
重要抓手，只有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才能够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今
晚播出《百姓问政》将围绕着执法部门对
驾校违规治理中存在的空白盲区，道路
开通及小区照明等展开问政。

北辰区平津路辅路和文庆道是两
条未正式移交的道路，一些驾校的教练
车将这些地方当作了自己的“练车
场”。文庆道已经建设了8年，至今没
有开通，居民多次反映，却迟迟看不到
结果。北辰区金玖家园小区从2014年
前期物业撤出后，小区内的路灯就再也
不亮了，居民反映得到的答复就是要引
进新的物业才能解决问题，但一年又一
年，引进物业的事儿还没有个影儿，相
关的工作也没有推进。

针对片中反映的问题，本期节目
中不仅邀请了北辰区相关职能部门，
还特别邀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文庆
道的市级建设单位，共同商讨解决方
案。北辰区副区长李维东在节目中表
示，面对百姓的反映，他们不回避，对
于长期没有解决的，要第一时间深入
调研，直面群众的诉求，了解实际的情
况，制定实实在在的措施，拿出一个实
实在在可兑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把
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做准。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
前，华熙生物、一汽丰田等22家经开区企事业单位获得天津
市人社局批准成立见习基地。截至目前，经开区累计成立就
业见习基地170家，共吸纳青年见习学员2000余人，累计发放
补贴达800余万元。

在此次获批的企事业单位中，既有知名企业也有优质公
办中小学。这些见习基地不仅能为各层次、各专业的青年群
体提供大量见习岗位，也可为企业吸纳储备优秀人才资源提
供有力保障。

我市首个低碳团体标准发布

这个拥抱，他们等了30年
——我市公安机关“团圆”行动再添战果

日前，南开区市场监管局兴南街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来到南开区中心小

学，向师生普及校园食品安全常识，共同呵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图为执

法人员通过陪餐对当日饭菜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李铁军 王英浩 摄
市场监管员 进校来陪餐

《四平西道总医院附近有人私自圈地收停车费》后续

四举措解决四平西道停车问题

皮皮虾人工繁育

初步实现规模化育种

气象台路平山道交口

设置一条可变车道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受冷涡影响，昨天夜间开始到明
天，雷阵雨天气频繁，且雨量分布不均匀。在其作用下，降水
过后，早晚气温也会比较低。

受冷涡系统影响，8日夜间开始，天津北部地区就出现雷
阵雨天气，主要影响区域在蓟州、宝坻、武清，降水过程中还伴
随7到9级短时大风和一些小冰雹天气。今天上午晴间多云，
午后开始到前半夜，我市自西向东还将会出现一次全市性雷
阵雨天气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预计为5到10毫米的小到中雨，
个别站点可达20到40毫米的中到大雨量级。这次过程主要
还是以对流性为主，伴随着短时强降水，还将有8到10级短时
大风和冰雹天气，重点关注区域还是在天津的北部地区，包括
蓟州、宝坻、宁河。此次过程结束后，在10日夜间，依然是受
冷涡系统尾部影响，天津北部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阵雨。

气象专家提醒，冷涡带来的降水过后，津城还会有一些弱
的偏北风，导致夜间最低气温会比较低，在19℃到20℃，白天
最高气温维持在30℃左右，市民早晚需注意保暖。

近期雷阵雨天气频繁
早晚气温较低 市民注意保暖

经开区再增22家见习基地

本期《百姓问政》

聚焦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 未来五年，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

健机构原则上将全部设置中医类临床科室

■建成一批中医药特色优势突出的中医特色医院

“津津”看中医 越来越方便

漫画 孟宪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