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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妇幼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为妇女儿童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
���
� ���� � �� � �� � �����

��������b�����������
����������	����b

���
� 


�� �� �� ��

����

���������	�������	
����u�����	�v���

���
��
����
�������
���	��������
���
���
��$����������������
�	����������� ������
������	����a�����a���	��a

����b
���������������� ����������������

本报讯（记者 徐杨）到2025年，实现孕
产妇死亡率控制在8.5/10万以下，婴儿死亡
率控制在5‰以下，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控制
在6‰以下，有效控制严重致残出生缺陷。
日前，我市出台妇幼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十四五”
期间，我市将通过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控等举措，为妇女
儿童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使我市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继续位于全国前列。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持续推进妇幼保健

机构标准化建设、基层卫生机构妇女儿童保
健门诊规范化建设。强化助产机构服务管
理，实施新生儿科医生进产房，推广无痛分
娩，畅通绿色抢救通道，提高应急救治能力。
依托市妇幼保健信息系统，搭建市级“云上妇
幼”平台，建立广泛覆盖的远程医疗信息系

统，开展远程培训、远程指导、远程会诊等工
作，促进妇幼健康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为保障母婴安全，“十四五”期间，我市将
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纳入社区居民健康档
案；开展孕产妇健康管理，为孕产妇提供孕期
保健、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和健康教育与保健
指导；开展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和评估，对高
危孕妇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及时发现、干预风

险因素，防范不良妊娠结局。开展孕产妇营
养、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控制，实施早期筛查，
对筛查异常孕妇进行诊断、监测、治疗，指导孕
期膳食营养、运动原则，维持正常体重增长。

围绕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控，我市将深
化一级预防，完善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
和生育指导“一站式”服务模式，做好婚前检
查、婚前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做好二级预

防，开展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实施胎儿染色
体非整倍体无创基因检测，提高染色体疾病
检出率。完善三级预防，开展新生儿先天性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听力筛查，
开展儿童先天性白内障、髋关节发育不良、先
天性心脏病、神经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孤独症
筛查，预防和有效减少儿童残疾。

另外，我市还将进一步提升妇女儿童健康
水平，开展妇女乳腺癌、宫颈癌及常见妇科病筛
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开展女性盆
底功能筛查与康复指导，提供科学、规范以及个
性化的阳性干预，减少妇女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对0至6岁儿童开展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早
期发现影响视觉发育的眼病和近视高危儿童，
做好儿童早期防控。开展儿童慢性病危险因
素筛查，早期发现慢性病高危儿童或异常儿童，
采取综合性干预，预防成人慢性病的发生。

■ 到2025年，实现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8.5/10万以下，婴儿死亡率控

制在5‰以下，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6‰以下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纳入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强化助产机构服务管理，新生儿科医生进产

房，推广无痛分娩，促进妇幼健康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12月29日18时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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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例（其
中男性83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
145例，病亡3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我市第148例本土确诊病例
昨日出院。

12月29日18时至12月30日18时，
我市新增4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均为中国籍，其中轻型2例，普
通型2例；菲律宾输入3例，俄罗斯输
入1例；无症状转确诊2例），累计报告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31例（中国籍385
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
兰籍4例、波兰籍4例、印度籍3例、法
国籍2例、意大利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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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例，在院49例（其中轻型19
例，普通型30例）。

第42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
市第413例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患者，12月29日复查胸部CT
显示右下肺小片状高密度影，经市级
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普通型），继续在海河医
院治疗。

第42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
市第434例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12月29日夜间出现发热，最高
体温38.6℃，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
确定为我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第43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

国籍，近期居住地为马尼拉。该患者
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
于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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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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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
者有发热伴咽痛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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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实施
闭环管理。

第43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马尼拉。该患者自
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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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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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胸部
CT显示右肺上叶后段及下叶背侧胸
膜下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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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9日18时至12月30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中国
籍、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436例（境外输入431例），尚在医学观
察1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359例、转为确诊病例58例。

第43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马尼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
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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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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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达沃。该患者自菲律
宾达沃至马尼拉转乘航班（PR314），
于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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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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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
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414例无症状感染者、第415例无
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
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2月3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8745人，
尚有160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12月29日18时至12月30日18时

我市新增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近日，市委网信办召开“清
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部署推
进视频工作会议，传达中央网信办“清朗·打击流量造
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视频会议精神，对我市
专项工作进行部署推动。

今年以来，全市网信系统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网
络生态问题，先后开展了“饭圈”乱象、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等“清朗”系列专项整治行
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
项行动，是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收官之战，对于
深化网络生态治理、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全市网信系统将重点围绕流量造假、黑公关、网
络水军问题乱象开展整治。聚焦生活服务、书影音评分、
电商等平台，整治刷分控评、制造虚假销量等问题，查处在
各类网站平台榜单中利用人工或技术手段恶意炒作、刷榜
拉票等问题。打击通过发布负面信息进行敲诈勒索、炮制
“热文”“爆款”恶意营销问题。清理招募水军信息，严厉打
击群控软件和提供刷量服务的挂机平台。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
解到，随着天津滨海机场RFID（射频识别）行李全流程跟
踪系统项目建设全面竣工，民航RFID天津机场节点已具
备使用条件，天津滨海机场RFID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开
始试运行。这也意味着，今后旅客从天津滨海机场出
发，可更加方便地查询托运行李的实时状态。

该系统综合应用了RFID识别定位、智能辅助分拣等
创新功能。此次机场共上线18套行李离港跟踪系统、4套
可视化行李分拣系统、5套行李进港跟踪系统和手持及可
穿戴识别设备。这一系统的应用，使行李标签识别成功
率从传统光学识别的95%提升至采用RFID后的99%，有
效提升了行李分拣效率，还实现了99%以上行李的图像
采集，做到行李图像与行李标签数据一一对应。天津机
场RFID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正式上线后，旅客可进入天
津滨海机场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行李跟踪，也可通过中
航信机场行App查询，即可实时掌握行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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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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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6件。其中：滨海新区
2483件、和平区398件、河东区806件、河西区
795件、南开区918件、河北区633件、红桥区
330件、东丽区704件、西青区846件、津南区
906件、北辰区995件、武清区824件、宝坻区
900件、宁河区610件、静海区925件、蓟州区
678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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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日前，市医保局发
文明确自2022年1月1日起，学生儿童等参
保居民在三级医院门（急）诊就医可以报
销。职工医保受影响吗？没带社保卡怎么
办？怎么选定三级医院？发生垫付费用如
何报销？针对参保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医
保部门进行了最新解读。

一问：是否涉及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答：本次医保新政针对的是参加我市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主要是学生儿童、农民和城镇
未就业居民等，不涉及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职
工医保参保人员门（急）诊报销方式不变。

二问：是否需要携带社保卡？
答：我市首次放开居民医保三级医院门

（急）诊报销。一些参保居民，尤其是带孩子
看病的家长没有携带社保卡的习惯。在这
里提醒大家，为避免影响挂号和刷卡报销，
切记带好社保卡！

三问：社保卡丢失怎么办？
答：一是可以到街道（乡镇）综合服务大

厅或即时制卡合作银行指定网点补办社保

卡。二是家长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可将孩子添加为亲情
账户（需备好户口本或电子照片），无需社保
卡实体卡，也能挂号缴费、医保结算。

为保障启动初期的学生儿童门诊就医
诊疗秩序，对于未及时办理社保卡也未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的不满6周岁学龄前儿童，家
长可携带本人社保卡或身份证以及孩子的
身份证或户口本，经就诊医院登记信息后，
可临时通过孩子的身份证号进行挂号缴费、
医保结算。

四问：需要事先选定专科医院（如市儿童

医院）吗？

答：到三级专科医院，如市儿童医院等
门（急）诊看病就医，无需事先选定一家医
院，可以直接刷卡报销。在其他三级医院的
急诊、肠道门诊、发热门诊看病就医，也无需
事先选定一家医院，可以直接刷卡报销。

五问：如何选定和变更一家三级医院？
答：在我市三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

西医结合医院门诊（不含肠道门诊、发热门

诊）就医，需事先选定一家医院，方可刷卡报
销。其中，2022年起，首次就医的三级医院默
认为本人选定医院，年度内可以变更一次。

三级医院选定和变更，线上可通过“金医
宝”手机App办理；线下可以到就近的乡镇（街
道）综合服务大厅、各区居民医保服务中心、各
区医保分中心、三级医院医保窗口办理。

六问：参保缴费和报销待遇的标准是多少？

答：2022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高档
为每人每年950元、低档为每人每年320元。
参加“高档缴费”的市民在三级医院门（急）诊
报销比例为50%，参加“低档缴费”的为45%，
报销起付线、封顶线分别为600元、4000元，且
与一、二级医院门（急）诊就医相关费用合并计
算。学生儿童按照高档标准享受报销待遇。

七问：发生垫付医疗费用怎么办？
答：参保居民看病就医实行刷卡结算。因

故没有刷卡结算的，本人先行垫付。学生儿童
可按规定由学校或本人持相关材料到参保地
医保分中心申请报销。其他人员按规定到乡
镇（街道）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申请报销。

八问：有咨询电话吗？
答：可以登录天津市医保局官方网站或

关注“天津医保”“天津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
中心”微信公众号，还可以通过12393、各区
医保分中心电话进行咨询。

医保部门最新解读参保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

孩子在三级医院门诊就医怎么报销

今年“清朗”行动收官之战

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

滨海机场RFID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试运行

实时查询托运行李动态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工信部日前公布
第三批服务型制造示范名单，我市特变电
工、长荣科技、博思特能源、天地伟业和凯
莱英等5家企业通过国家遴选，入选国家
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至
此，我市已有16家企业成为国家级服务型
制造示范。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
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具体包括
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
享制造、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全生命周期管
理、总集成总承包、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金
融服务等十大模式。此次入选的企业都是
服务能力较好、服务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比
重超过30%的优质企业。

我市5家企业成功入选

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近日，“冬奥”主
题360°全景视觉环
绕大屏幕亮相下瓦房
地铁站。该大屏幕采
用全球领先的P1.8柔
性弧面屏，具备超高
清8K显示分辨率，可
实现360°全景视觉
环绕，让乘客感受清
晰、身临其境的视觉
体验。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将
于2023年9月在天津举办。市人社局拟在全市范围内遴
选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天津集训队教练员（第一
批）。首批遴选的竞赛项目包括飞机维修、移动机器人、
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63个世赛项目和物联网技术、
信息网络布线、CAD机械设计等23个国赛项目。执教时
间为2022年2月至2023年9月。经遴选确定为天津集训队
教练员的人员将纳入天津市高技能人才专家数据库。
对在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项目的教练员，将
给予相关奖励资助。

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2023年在津举办

天津集训队重奖寻找教练员

市环保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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