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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简化了

从三个环节变一站式办结

11月20日18时至11月2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河东区为校外培训机构开通“绿色通道”

“双减”专窗办理“营转非”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1月20日18时
至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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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日18时至11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毛里塔尼亚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381例（中国籍337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
籍4例、波兰籍3例、印度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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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籍1
例、摩洛哥籍1例），治愈出院357例，在院24例（其中轻型4例，普
通型20例）。

第38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毛里塔
尼亚。该患者自毛里塔尼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11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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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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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双肺炎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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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日18时至11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6例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均为中国籍，2例加蓬输入，1例意大利输入，2例货轮
输入，1例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91例（境外输入
386例），尚在医学观察20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19
例、转为确诊病例52例。

第38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加蓬。该患者
自加蓬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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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宝坻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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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7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加蓬。该患者
自加蓬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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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宝坻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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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意大利米兰。
该患者自意大利乘坐航班（N0946），于11月19日抵达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因该患者曾于当地感染新冠病毒，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
后，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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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该患者乘坐宝润号货轮于
11月12日自天津港入境，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
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滨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1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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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该患者乘坐宝润号货轮于
11月12日自天津港入境，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
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滨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1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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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1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该患
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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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红桥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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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
准，于11月20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1月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6495人，尚有30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局日前
发布《关于简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
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简化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
“以前办理退休手续要先到社保分中

心办理退休减员，再到区人社局办理退休
审批，再回到社保分中心办理养老金支
付，需要经过三个环节。”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按照《通知》要求，取消了退休
手续中各区人社局的审批环节，由各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直接办理退休手续
并计发基本养老金，申报单位办理退休手
续可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一站式办结。”

据介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员办理退休手续的范围、条件、待遇计发按
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执行。参保人员可通
过市人社局网上办事大厅、“天津人力社保”
App、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渠道获取《信息核
对单》。其中，办理提前退休的参保人员在
相关部门审核通过提前退休之月获取；其他
参保人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12个月获
取。参保人员对《信息核对单》记载的信息
进行核实，存在异议的，可按《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信息核对单说明》到区人社局或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修改。“需要注意的是，
参保人员要重点核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信息核对单》中户籍所在地信息，此项信
息是判断待遇领取地的重要条件，不能为
空。”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知》明确，用人单位或存档机构（以

下简称“申报单位”）为参保人员申报办理退
休手续，应在办理退休减员的同时，打印《天
津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申报表》并
交给本人进行核对。参保人员对本人参保
信息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申请退休，申报
单位在参保人员签字确认的《退休申报表》
上签字并加盖印章后，将申报材料提交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待遇核定支付。

参保人员退休前被用人单位聘任为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用人单位可在聘任
后到各区人社局办理备案手续，也可待聘
期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办理退休减员时，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增加相应标识。

申报单位为参保人员审定（更正）视

同缴费年限，更正领取失业金记录、1995
年底以前省部级以上劳模信息、安置到企
业的军队转业干部信息的，应在退休前到
区人社局办理。

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需要更正视同
缴费年限或领取失业金记录、高级专业技术
聘任信息、1995年底前省部级以上劳模信

息、安置到企业的军队转业干部信息的，申
报单位应到区人社局办理更正手续后重新
打印《退休申报表》，经本人核对确认后，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新办理待遇核定支付。

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需要按规定
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申报单
位应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补缴手续

后重新打印《退休申报表》，经参保人员核
对确认后，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新办理
待遇核定支付。

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按规定需撤
销原退休手续的（含区人社局办理的退休
审批手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办理的
退休手续），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为全面贯彻落实“双减”工作要求，加速
推进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工作，日前，河东区政务服务中心设
立“双减”专窗，为全区校外培训机构开通“绿色通道”。
“双减”窗口由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共同为

培训机构提供政策咨询及“双减”事项审批服务，切实做到问有人
答、求有所应、事有处办，最大限度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工作人员为来咨询、办事的群众详细列出了“营转非”学科
培训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剥离学科类或非学科类培
训内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注销等4个高频事项的办
事流程，并提供全程“手把手”式的申报指导，最大限度方便培训
机构办事。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日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2022年天津市高职院校春
季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考试报名工作11
月22日开始，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履行报
名手续，逾期不再补报。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须在11月 22
日9:00至11月23日17:00期间，登录招考
资讯网（www.zhaokao.net），进入天津市
春季高考网上报名系统，按照要求和提
示，完整、真实、准确地填写各项报名信
息，核对无误后提交。已经履行2022年
普通高考报名程序的考生，可通过输入身
份证号获得已录入信息，核对无误后提
交；未履行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程序的
考生，按照提示录入个人报名信息，核对
无误后提交。已履行网上报名手续的考
生，于 11月 24日 9:00 至 11月 25日 17:00
到区招办指定的报名点现场确认报名信
息，否则报名无效。现场确认期间，考生
需按照我市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做好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简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
续政策出台后，办理退休手续有哪些变
化？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我市人员如何申
报办理退休？因为正常办理转移接续手
续晚办退休，如何处理？就相关热点问
题，本报记者专访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问：简化退休手续后，退休政策是

否有变化？

答：此次简化退休手续，主要是通过
业务流程再造，实现退休手续的精简，对
于退休的范围、条件、待遇计发等相关政
策，仍保持不变。参保人员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可在我市办理退休手续：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含
视同缴费年限、核定缴费年限、实际缴
费年限）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要求；待遇
领取地为我市；申报退休手续时未被羁
押、未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不含有期
徒刑缓期执行、监外执行、假释）。提前
退休人员还应由相关部门审核通过。
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干部
还应未被立案调查。

问：申报单位办理退休，根据参保

人员不同情况需要注意哪些？

答：除4种必要要件外，视不同情况
需要提供以下8种要件：

1.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应

提供经本人签字确认的连续工龄审定
表原件。

2.有核定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应
提供《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原件。

3.提前退休人员应提供提前退休审
核材料，包括《申请提前退休职工因病或
非因工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表（表二）》《天津市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
前退休资格审核表》《国有困难企业军队
转业干部提前退休审批表》原件。

4.退休前评定了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申报退休单位聘任了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单位兑现了工资、在聘任期
限内办理退休手续的参保人员，应提供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表或证书、申
报退休单位的聘任材料原件。

5.1995年底前获得省部级以上劳模
称号的参保人员，应提供获得劳模称号
的材料原件。

6.安置到企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应提
供安置到企业的军转干部审批表原件。

7.1993年以后存在领取失业金记录
的参保人员，应提供《就、失业证》《就
业、创业证》。

8.参保人员因丧失行为能力无法核
对本人参保信息的，应提交监护人居民
身份证复印件1份或代办人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1份，并提交《代为确认参保信息
承诺书》原件1份。

问：申报单位办理退休有哪些流程？

答：申报单位为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
包括退休减员、本人确认、待遇核定支付三个
环节：申报单位办理退休减员，同时打印《天
津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申报表》；参
保人员对《天津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
休申报表》记载参保信息进行核对，核对无误
的签字确认并申报退休；申报单位到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办理待遇核定支付手续。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出具《天津市企业职工退休证》。

问：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我市人员如何

申报办理退休？

答：按照《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
市城镇企业职工退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我市的人员，视不
同情况申报办理退休：

档案关系在我市的，由存档机构申报
退休；档案关系不在我市且具有我市户籍
的，向其户籍所在地存档机构提出书面申
请，由该存档机构接收档案并为其申报退
休；档案关系不在我市且为外省市户籍的，
向其最后一次在我市参保缴费所在区存档
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该存档机构接收档
案并为其申报退休。

上述人员中的无档案参保人员，在提出
退休申请前，应先向存档机构提出建立退休
档案的书面申请，再由存档机构为其申报退
休手续。建立的退休档案应包括养老保险
缴费记录及其他办理退休所需材料。

问：因为正常办理转移接续手续晚办

退休，如何处理？

答：因正常办理转移接续手续未能按时
办理退休手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自其
满足退休条件次月起，补发基本养老金。

五问养老保险手续怎么办
——市人社局解答相关政策问题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摄影 吴迪

在这里点单时，或许您听不到那声熟
悉的“你好”，取而代之的是灿烂的微笑和
手语表达；或许咖啡师需要通过智能语音
助手将语音转化成文字，才能了解您的需
求；或许……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里虽
然无声，却充满爱和阳光，温暖着在场的
每一个人。

11月 20日上午，我市首家手语咖啡
店——星巴克天津彩悦城手语店正式开
门纳客，6位听障人士在这里实现就业，
他们因热爱咖啡相聚于此，在无声的世界

里，用咖啡连接着彼此和顾客的心。
“我喜欢咖啡与牛奶融合、形成美丽

图案的过程，这令我着迷。”开朗爱笑的听
障咖啡师张言用手语告诉记者，她特别喜
欢店里的工作氛围，同事之间也十分友
爱，就像家一样温暖。“我的目标是成为一
名优秀的咖啡拉花师，我要在这里好好精
进咖啡技能，好好努力！”她在“说”。

为辅助听障咖啡师工作，记者在现场
看到，这家咖啡店配置了双面点单屏幕，
可将点单内容同时呈现给咖啡师和顾客
双方，听障咖啡师可通过点击屏幕上预设
好的问题，向顾客提出语音问询，实现贴

心的“无障碍”沟通。
为开发适合残障人士就业的岗位，市

残联多次深入用人单位和残障人士中调
研。调查中发现，咖啡师这个职业很适合
残障人士就业。打造手语咖啡店，旨在通
过开展听障咖啡师培训，让听障人士掌握
咖啡冲泡的方式方法，以及咖啡店的经营
管理方法，进而使他们通过“咖啡”实现就
业或创业。市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徐想平
表示，“首家店的打造，将带动更多用人单
位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岗位和机会，让更
多有就业能力的残障人士走出家门、快乐
工作，实现人生价值。”

无声的爱 用心聆听
——我市首家手语咖啡店开业现场见闻

本报讯（记者 徐杨）全市各区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区域内精神专科医疗资源，
探索将精神专科医院纳入区域医联体统
一管理，形成精神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不同级别类别医疗
机构间分工协作机制。记者昨日从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我市将健全精神卫生医疗
服务网络，畅通院际联合联动机制，及时
有效地救治共患严重躯体疾病和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

据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市
第四中心医院作为接诊共患严重躯体疾
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首选试点单位，将
主动做好相关患者收治工作。市安定医
院将发挥精神学科带头作用，指导救治我

市综合医院收治的患严重躯体疾病和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确保精神性疾病得到及
时妥善处置。同时，综合医院发挥自身优
势，在保障精神疾病妥善诊疗的基础上，
救治相关患者的躯体性疾病；必要时由卫
生行政部门协调，结合我市专科医院特
色，保障共患严重躯体疾病和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得到优质诊疗和救治。

畅通院际联合联动机制，是我市加
强共患严重躯体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收治工作的举措之一。市第四中心医
院负责对共患严重躯体疾病和严重精神
障碍的急、危、重和疑难患者进行救治，
待病情平稳时，由转诊医院将患者转回
原就诊医院继续救治。精神专科医院待

住院患者病情稳定后，如符合社区康复
标准，可协调患者所在辖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居家稳定精神障碍患者提供
日常取药、定期病情评估、病情恶化转介
等服务。通过这一院际联合联动机制，
我市将建立起一套符合天津特色的共患
严重躯体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
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市安定医院和
市第四中心医院还将牵头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商讨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确保机制畅通。

各级精神专科医院将参照市安定医院
与市第四中心医院的协作模式，主动对接
辖区内综合性医院，通过技术帮扶、双向转
诊等手段，方便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就医。
同时，医疗机构针对共患严重躯体疾病和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诊治中将畅通转诊途
径，通过精神专科医院与综合性医院共同
协作，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基本医
疗供给、满足患者救治需求。

我市加强共患严重躯体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收治工作

畅通院际联动 健全服务网络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寒潮来
袭，我市出现沙尘天气。寒潮过后，本周
津城气温持续偏低。

昨天下午，伴随寒潮而来，我市出现
沙尘天气，PM10浓度明显升高，峰值浓度
达到300到40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达
中度污染。昨天夜间沙尘天气结束，空气
质量转为优良。

今天天气转晴，北风猛吹，气温下降
明显，最高温仅4℃上下。此轮寒潮气温
最低点出现在23日凌晨，市区将降至-3℃
左右，北部地区降至-6℃左右。因体感寒
冷，市民应尽量减少在室外停留时间，并
注意防风、防寒、防火。

高职院校春季招收普通

高中毕业生考试今报名

寒潮过后气温持续偏低

昨日，伴随冷空气的到来，我市再次

迎来大风降温天气。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