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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医保最新筹资和待遇标准公布
参保缴费取消中档 补助标准新增30元 有序开放三级医院门（急）诊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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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18时至9月30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9月29日
18时至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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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8时至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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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例
（中国籍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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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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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例，在院13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0例）。

9月29日18时至9月30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新加坡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352例（境外输入347例），尚在医学观察12例（均为
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94例、转为确诊病例46例。

第35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新加
坡。该患者自新加坡乘坐航班（TR138），于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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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因出现下腹疼痛，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发
热门诊就诊。当晚，海关实验室回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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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3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5627人，尚有22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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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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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0件。其中：滨海新区2409件、
和平区391件、河东区790件、河西区784件、南开
区903件、河北区620件、红桥区325件、东丽区
687件、西青区828件、津南区871件、北辰区970
件、武清区807件、宝坻区886件、宁河区594件、
静海区911件、蓟州区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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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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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王睿 张雯婧 陈忠权 杜

洋洋 王音 廖晨霞 宋德松 刘国栋）为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全民免
疫屏障，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新冠疫苗第三
剂（加强免疫）接种工作。截至昨日16时，我
市新冠疫苗第三剂接种人数已近24万人。

据介绍，本次加强针接种针对完成两剂
次灭活疫苗接种（完成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
18岁至59岁重点人群，包括边境口岸工作人
员、冷链运输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公安消
防、社区机关单位工作者以及出国工作学习
人员等人群。根据加强免疫需间隔6个月的
时间要求，9月、10月、11月依次对3月1日之
前、4月1日之前、5月1日之前完成两剂次灭活
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进行加强免疫。

截至昨日16时，滨海新区24个新冠疫苗接
种点，累计接种39175人。和平区8个新冠疫苗

接种点，累计接种9067人。河东区12个新冠疫
苗接种点，累计接种13701人。河西区14家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时接种门诊，累计接种
18374人。河北区10个新冠疫苗接种点，累计
接种13466人。南开区在12个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设置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累计接种
9878人。红桥区13个新冠疫苗接种点，累计接
种6718人。东丽区10个新冠疫苗接种点，累计
接种15980人。西青区设置26个接种台，累计
接种13530人。津南区11个新冠疫苗接种点，

累计接种11065人。北辰区15个新冠疫苗接种
点，累计接种12437人。武清区22个新冠疫苗
接种点，累计接种18676人。宝坻区27个新冠
疫苗接种点，累计接种12182人。静海区19个
新冠疫苗接种点，累计接种1.4万余人。宁河
区17个新冠疫苗接种点，累计接种8837人。蓟
州区9个新冠疫苗接种点，累计接种22016人。

昨天，记者现场采访发现，接种现场秩序井
然，市民积极配合工作人员，主动按照安全距离
依次排开，登记、接种、留观等环节科学规范。

我市启动新冠疫苗第三剂接种

近24万人已接种加强针
本次接种针对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接种满6个月的18岁至59岁重点人群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倾
情民生敢担当 不忘初心为百姓”河东区主题新闻发布
会。河东区发布了围绕推进“双减”工作、加快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加快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建设，增强百姓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河东区委、区政府以“双减”为契机加快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通过“一查四抓”促进“双减”工作落地落实。“一查”即
严查校外培训机构，截至9月29日，由20余个部门组成的专
班工作组出动人员409人次，检查512户次，对发现的7个方
面共341个问题责令立即整改。目前，区政府网站已公布两
批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托管账户，以及未签署预收费托
管协议机构名单。通过“四抓”强化教育主阵地功能，即抓
教师专业发展，落实教师队伍整体优化；抓学科组教研引
领，落实改进教师研修模式；抓教学过程，落实监控管理；抓
作业管理，落实作业不离校。大力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区教
育局组织区内中小学33399名家长参与“家长需求情况调查
问卷”，落实“四全四多四保证”，让家长安心、放心。截至目
前，课后服务菜单中，通过挖掘社会资源，共计向学校提供
体育运动类、音乐艺术类、劳动技能类、综合项目类、网络资
源类共5大类154个不同类课程；提供体育指导员、艺术教
师、社区志愿者90余人。课后服务学生的参与率达97%。

不断强化教育资源建设，努力解决“一小”问题。今
年以来，在唐口街道内新建一幼教育集团华馨幼儿园，
新建两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并纳入七中教育集团，新建实
验教育集团行知小学，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080个，有效满
足了周边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坚持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不断提升精细化水
平。截至8月底，辖区内60岁以上常住居民当前有效签约
数11.27万人；为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人员提供入户医疗
护理服务9334人次。此外，在天津站南北两个出口和地铁
9号线各配备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同时实现全区12个街道
120急救站点建设和运行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市医保局会
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调整居民
医保参保缴费标准，综合提高待遇保障水
平，进一步巩固完善居民医保制度，健全筹
资运行和待遇保障机制。

目前，我市居民医保成年居民参保缴费
档次分为高档、中档、低档，《通知》提出调整
参保缴费档次，自2022年起，取消中档，相应
调整为高、低两档，学生儿童按照调整后低档

缴费，按现行规定继续享受高档报销待遇。
按照《通知》要求，对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

标准作出调整：2021年，我市居民医保财政补
助标准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高档1100元、
中档930元、低档580元，学生儿童档580元。
2022年，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高档950元、
低档320元，达到国家层面个人缴费标准要求。

在综合提高一、二级医院门（急）诊报销待
遇方面，《通知》明确，自2022年起，门（急）诊报
销起付标准由500元提高至600元；在一、二级医

院门（急）诊就医，高档缴费参保人员报销比例
由50%提高至55%，低档缴费报销比例为50%。
《通知》还提到将有序开放三级医院门

（急）诊报销，自2022年起，参保居民在本人选
定的1家三级医院门（急）诊就医费用纳入居
民医保报销，其中，高档缴费参保人员报销
比例为50%，低档缴费参保人员报销比例为
45%，报销起付标准统一为600元，最高支付
限额统一为4000元。三级医院具体选定办法
医保部门将另行公布。

《通知》对定点零售药店报销政策也作出
了优化，参保居民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门（急）
诊、门诊特定疾病购药，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
最高支付限额，按照开具外配处方的定点医疗
机构相关报销规定执行，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
店便民、可及作用，便捷居民就医购药。

据了解，我市居民医保2022年集中参保
缴费期已经调整为2021年10月至12月。参保
人可在规定时限内参保缴费，确保及时享受
相关报销待遇。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记者从中海油
天津分公司获悉，该公司科研人员在我国渤
海获大型油气发现——垦利10-2油田，经自
然资源部审定，原油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亿
吨，夯实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储量基础，对
海上油气田稳产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渤海油田是国内海上油气增储上产的主
战场。近年来，中国海油不断加强地质认识创
新和勘探技术攻坚，短短两年间，在渤海先后
斩获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亿吨级油田垦
利6-1、渤中13-2等一系列重大油气发现，增

储稳产上产保持强劲势头。2018年以来，渤海
油田累计新增油气探明地质储量近8亿吨。

此次发现的垦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
部海域，距天津市约245公里，平均水深约
15.7米，发现井垦利10-2-4井共钻遇油层27
米，完钻井深1520米。经测试，该油田单井日
产原油可达81.55吨。

记者了解到，继2020年初垦利6-1亿吨
级油田发现后，中国海油勘探人员借鉴成功
经验，对垦利6-1油田南侧的垦利10-2构造
开展评价。垦利10-2构造位于渤海莱州湾
凹陷区，该地区历经40余年多轮勘探，构造油

藏勘探难度越来越大，发现的油藏规模也越
来越小。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勘探人员创新
勘探思路，提出新近系岩性油藏成藏新模式，
逐步摸清了油气藏的富集规律和勘探方向。

中国海油勘探部总经理徐长贵表示，垦
利10-2油田的发现，打破了渤海油田凹陷带
浅层从未获得亿吨级岩性油田发现的局面，
展示了渤海岩性油气藏勘探的广阔前景，对
类似盆地的勘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
垦利10-2油田周边已有垦利10-1、垦利10-4
等多个在生产油田，开发设施较为齐全，预计
2025年投产，助力渤海油田上产4000万吨。

我国渤海再发现亿吨级油田
垦利10-2油田距天津市约245公里 单井日产原油可达81.55吨

新闻发布厅

“一查四抓”促“双减”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国庆假期来
临，梅江公园（二期）昨日开放，给市民游客又
增添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梅江公园（二期）
坐落于西青区梅江西路与海波道交口东北
侧，东临江湾路，南临海波道，西临梅江西路，
北临绥江道。公园规划总占地面积约29.84
万平方米，梅江公园（二期）的开放将为周边
社区6万居民日常休息娱乐提供活动空间。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红桥区子牙河滨
河公园于国庆假期全面开放。子牙河滨河
公园建在搬迁后的百年“渔民村”旧址之上，
与天津西站隔河相望，东起新红桥，西至西
站西大桥，北至子牙河北路，全长约1300米，
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公园以“遵循生态设
计、服务宜居生活、传承文化精神”为设计理
念，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10万平方米绿化景
观工程已于2019年10月部分对外开放。二期
新建园内4万平方米景观道路，今年国庆假期
将全面对市民开放。此外，位于红桥区龙悦
路的竹园也于今日正式开园。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9月29日，天津智能
轨道交通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创新引领发展·
智慧赋能未来”智能轨道交通创新发展论坛在
武清区举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天津
轨道交通集团等100余家联盟重点企业负责人
和14家院校相关负责同志参会。天津轨道交
通集团代表研究院发布联盟首批“揭榜挂帅”
项目榜单，涉及智能技术装备等领域共计31个
项目，拟投资金预计超过3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由中建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天津市南港工业区水
务有限公司输配水中心（二期）项目通过竣
工验收。该项目为滨海新区重大供水民生
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天津南港工业区供水系
统的空白，为整个工业区近200平方公里的区
域供水，进一步促进工业区发展。

车展迎来首个公众参观日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国庆假期将至，
国网天津电力将采取多措施，全力以赴保
安全、保民生、保重点供电。

国网天津电力将最大程度协调电煤、
燃气供应，同时做好检修机组恢复并网，并
将超前研判采暖期保供形势，确保百姓温
暖度冬。同时，该公司将加强电网运行控
制，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强化电网应急
抢修，全天候做好应急处理；周密部署国庆
保电安排，110余支抢修队伍、780余辆抢修
车、20余辆发电车严阵以待，确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璠）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我市持之以恒推进天然气产供储
销体系建设，加强资源争取力度，不断提
升储气能力，坚决保障民生需求，将国际
气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控制到最低限度。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提前
谋划、及早采取措施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
供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为做好今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积极组织我市燃气用户与

上游供气单位衔接沟通，按期签订年度和采
暖季合同，签订合同量较上年实际消费量增
长6.6%，为保障采暖季高峰期天然气供需关
系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督促各方严格
按照合同保障供用气，维护好供用气秩序。

与此同时，我市进一步加快储气能力建
设，按照“应储尽储”要求督促储气单位加快
注气，采暖季前可动用储气量较上一年有所
提升。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前制
定天然气保供应急预案，做到随时可用、及

时响应，确保居民生活、采暖等民生用气需
要，确需实施有序用气时，也坚决做到“压非
保民”“限气不关阀”。

我市对民生用气加强重点保障，将民生
用气全部纳入合同保障范畴，进一步夯实供
用气保障责任。协调上游供气单位对我市清
洁取暖等重点民生领域予以特殊倾斜和支
持，采暖季用气高峰期对个别区域和部分时
段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将及时加强调度协
调，确保民生用气不受影响。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昨天是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的首个公众
参观日，一大早，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就迎来了参观的人
群。“平时看车都是在4S店，这次车展品牌很多，也比较集
中，所以就过来看一下。”市民竹先生最关注的是国产自
主品牌。

在五菱汽车的展台，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此次车展新
发布的NanoEV迪士尼疯狂动物城限定款备受关注，不
时有观众前来试乘，企业还请到多位主播，为线上观众直
播介绍参展车辆。

家住津南区的庞先生有换车的计划，他在新能源车
的展台观看咨询了很久。“这种车不限号又节能，我觉得
是一个大趋势。”在昨日的展会上，新能源车也是热销的
汽车种类。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天津车展将迎来客流高峰，市
民可在网上预约购票，凭身份证原件入场。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市应急管理局对重点行
业领域和国庆期间安全生产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
调，实行领导班子成员24小时现场带班、重要岗位24小时
专人值守，确保国庆假期总体安全稳定，为人民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佳节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按照要求，一旦发生事故或紧急情况，有关部门按
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灵、通、快、准”的要求，畅通渠道、
完善程序，敏感情况做到接报即报；发挥安委会办公室
统筹协调作用，引领、带动各行业监管部门落实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持续推动危险化学品、消防、森林防火等重
点行业领域整治，从源头上化解风险、消除隐患。

对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再部署再强调

从源头化解风险消除隐患

多措并举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

储气“早动手”用气有保障
保安全保民生

保重点供电

南港工业区水务有限公司

输配水中心（二期）竣工

昔日“渔民村”今日生态园

梅江公园二期昨日开放

天津智能轨道交通研究院揭牌

国庆节之际，我市和

平十一幼举行迎国庆“我

和我的祖国”主题升旗活

动。升旗仪式后，小朋友

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抒

发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孩子们用特有的方式，为

祖国献上祝福。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我是中国娃
我爱我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