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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目前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
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
围，涉及的相关人员应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1年12月19日（含）以来途经河
南省许昌市（除禹州市）、洛阳市（除新安县）旅居史的来津及
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
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抵津前14天具有上述旅居史则实施抵津后14天医学观察。

新增具有2021年12月19日（含）以来途经河南省许
昌市禹州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
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抵津前14天具有上
述旅居史则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离（同住人员共同隔
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实施集中隔离）。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今天是我市机动
车尾号限行新一轮（1月3日至4月3日）轮换
期的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为5和0。在本轮
换期内，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尾号分别为4
和9、5和0、1和6、2和7、3和8（尾号为英文
字母的按0管理）。

本报讯（记者 韩雯）日前从天津铁路公安处获悉，
一名旅客试图使用变造核酸检测报告单乘坐京津城际
列车时被发现，目前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不久前，天津站客运人员在进站口查验核酸检测证明
时，发现一女子随手晃了一下核酸检测报告单就要进入候
车区，被阻拦后重新排队试图蒙混进入。工作人员再次查
验时，发现其核酸检测报告单上的时间被涂改液修改过，
随后报警。经天津铁路警方审查，该女子对使用伪造核酸
检测报告单企图蒙混进京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疫情防控容不得半点侥幸任性。警方提醒，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广大旅客乘车出行要主动配合铁路
和防疫部门工作，对于拒不配合、故意阻挠、扰乱站车治
安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

1月2日18时至1月3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2日18时
至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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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日18时至1月3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中国籍；均为轻型；其中几内亚输
入1例，利比里亚输入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448例（中国籍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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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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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例，在院62例（其中轻型26例，普通型36例）。

第43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月3日复查胸部CT
显示右肺下叶及左肺上下叶新出现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密
度影、实变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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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几
内亚。该患者自几内亚国康康省芒贾纳至法国巴黎转乘航
班（CA934），于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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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月1日出现发热，体温
最高达38.5℃，当日由120从和平区集中隔离点转送至天津
医科大学空港医院留观排查。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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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CT
显示两肺间质纹理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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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
利比里亚。该患者自利比里亚国蒙罗维亚至法国巴黎转
乘航班（CA934），于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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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月1日无明
显诱因出现咽干、咽痛，伴干咳、肌肉酸痛、嗅觉减退，当
日由120从和平区集中隔离点转送至天津医科大学空港
医院留观排查。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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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CT显示两
肺间质纹理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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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日18时至1月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43例（境外输入438例），
尚在医学观察2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61
例、转为确诊病例58例。

截至1月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9234人，尚有198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今日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持变造核酸证明乘火车被行拘

职工医保实施多项惠民新政 门诊报销额度升至9000元

7月1日起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
济保障制度的实施办法》，自2022年起实施
多项职工医保惠民新政，让百姓共享医保改
革发展的成果，增进民生福祉，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

提高门（急）诊报销待遇

职工医保门（急）诊报销封顶线调整为
9000元，提高了1500元。起付标准至5500
元的部分，报销比例在一、二、三级医院分别
为75%、65%、55%；超过5500元至9000元以
下的部分，报销比例在各级别医院统一为
55%。继续实施在签约服务机构门诊就医
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封顶线提高200
元，并给予机构40元签约服务费的倾斜报
销政策。

动态调整门（急）诊起付标准

在职人员门（急）诊起付标准，按照上一
年公布的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左右确
定；继续实行向退休人员倾斜的政策，不满70
周岁和70周岁以上退休人员的门（急）诊起付
标准，分别较在职人员降低100元和150元。

2022年在职人员、不满70周岁和70周岁
以上退休人员的门（急）诊起付标准继续为
800元、700元和650元，以后年度，按程序确
定后向社会发布。

优化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按照统账结合模式（单位缴费10%、个人缴费
2%）参保的在职人员，单位缴费不再按照45周岁
0.8%、45岁以上1.2%的比例划入个人账户，全部
计入医保统筹基金。取消单位缴费划入个人账户

的相关资金，将用于提高职工医保门诊报销待遇、
疫苗接种费用保障和其他医保惠民政策支出。

扩大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个人账户资金不再实施注资管理，已经
划入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的资金可以继续
取现使用。个人账户除主要用于支付本人
看病就医发生医保报销范围内的个人负担
的费用外，还可以用于支付本人在定点医药
机构发生的自费检查、药品费用，或在定点
零售药店购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费用。

个人账户可与家属共济使用

自2022年7月1日起，个人账户实现家庭
共济使用，可以支付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或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
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

本市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家庭成员间共济使用个人账户，并不是

“共用医保卡”或是“共用门诊额度”。参保人
员看病就医须使用本人社保卡，避免盗用、冒
用社保卡，构成欺诈骗保。

优化定点零售药店报销政策

参保人员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门（急）诊、
门诊慢特病（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购药，起
付标准、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按照开具外配处
方的定点医疗机构相关报销规定执行。

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

全面推行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按
要求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合理确定医保药
品支付标准，引导医院和患者主动使用疗效确
切、价格合理的药品，综合减轻费用负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为方便市民就近进
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满足“愿检尽检”需
求，市卫生健康委按照“就近、就便”原则推
进各区建设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点。1月
1日起，在主要交通场站和基层医疗机构设
置的首批便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点正
式启用。市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强采样点建设，强化核酸检测质量控
制，缩短核酸检测报告时间，为市民提供方
便、快捷、可靠的核酸检测服务。

我市首批交通场站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采样点为：河东区天津站，红桥区天津西站，
西青区天津南站、天津杨柳青站，东丽区天
津滨海国际机场、军粮城北站，武清区杨村
火车站、武清城际站、武清客运站，宁河区宁

河火车站，蓟州区蓟州北站、蓟州站、蓟州客
运站，滨海新区滨海站、滨海西站、滨海北
站、塘沽火车站、塘沽客运站。

我市首批基层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采样点为：滨海新区欣嘉园蓝卡、太平镇、
贝勒、大港、赵连庄、中塘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平区五大道街、南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南开区三潭医院、王顶堤医院，河东区大
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桥区和苑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东丽区华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金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军粮城医
院，西青区王稳庄镇、精武镇、赤龙、张家窝
镇、辛口镇、杨柳青镇、大寺镇、李七庄街、中
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津南区八里台镇、葛
沽镇卫生院，北辰区大张庄镇、双口镇、小淀

镇、西堤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清区黄庄
卫生院、河西务医院、高村镇卫生院、大王古
庄镇卫生院，宁河区七里海卫生院、苗庄卫生
院、宁河镇医院、东棘坨镇医院、潘庄镇医院，
静海区大邱庄镇、唐官屯镇、独流镇、子牙镇
中心卫生院，宝坻区八门城医院、潮阳卫生
院、大钟医院、大口屯医院、霍各庄卫生院、口
东卫生院、林亭口医院、史各庄医院、大白医
院、牛道口卫生院、朝霞卫生院、新安镇医院、
新开口卫生院、周良卫生院，蓟州区别山镇、
下仓镇、尤古庄镇、上仓镇、马伸桥镇、渔阳
镇、下营镇、邦均镇、出头岭镇中心卫生院。

各采样点具体采样地点、工作时间、预
约方式，在市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健康天
津”官方微信、“天津健康”官方微博可查。

主要交通场站都有核酸检测点
首批基层医疗机构检测点同步启用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从市人社局获悉，
为做好失业补助金阶段性政策退出的平稳过
渡，我市失业补助金政策受理期限延长至
2022年3月31日，受理范围仍然是2021年符
合条件的失业人员，2022年新发生的失业人
员不在受理范围内。对于2021年已经申领
成功、2022年仍有剩余期限未享受的失业人
员，可按政策继续享受待遇。

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
搜索“失业补助金”申请，或者通过天津人力社
保App、国家社会保险服务平台和各区人社部
门服务窗口等渠道提交失业补助金申请。

失业补助金受理期限

延长至3月31日

本报讯（记者 万红）2022年春运将于1
月17日开始，至2月25日结束，共计40天。
根据目前火车票15天预售期安排，今年春运
首日火车票昨开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官 网 、12306 手 机 客 户 端 或 订 票 电 话
95105105等方式购买车票。

按照以往出行规律，春节前3天的火车
票最抢手。今年除夕为1月31日农历腊月
二十九，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月15日就可
购买 1月 29 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的火车
票，1月16日可以购买1月30日（农历腊月

二十八）的火车票，1月17日可购买1月31
日（农历除夕）的火车票。返程方面，1月23
日可购买2月 6日（农历正月初六）的返程
火车票。

为适应疫情防控下旅客出行规律，铁路
部门改进了售票和退改签服务。延长铁路
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售票服务时间，
由每日5：00至23：30调整为5：00至次日凌
晨1：00（每周二除外）；提供24小时互联网
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由乘车站开车前25
分钟延长至开车前，新增12306客户端免登

录退票渠道；原来仅可在票面发车站办理的
开车后车票改签业务，增设网上办理渠道，
同时在自助售票终端新增电子客票改签功
能；将候补购票最晚截止时间由开车前6小
时调整为2小时；为旅客提供乘车临时电子
身份证明。

铁路部门提示，目前，天津站、天津西
站、滨海站等车站在进站时将对旅客进行
双码联查，并扫描天津场所码，绿码通行、
红码和黄码劝返。乘坐火车进津需持48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天津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天津站内已分别在南4出站口、北1
出站口、南3出站口设置了快速出站通道及
核酸检测通道，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的旅客可从快速出站通道通行。未持
核酸阴性证明人员将被引导至核酸检测队
伍排队。

春运火车票昨起售
1月17日可购除夕车票 进站旅客红码黄码将被劝返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委了解到，为严厉打击巡游出租汽车司机、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司机及其他出租汽车司
机不按照停车秩序停车候客、离开车辆招揽
业务及单独或雇用他人招揽客运业务转卖
他人谋取利益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牵活、
揽客”），市东丽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
限公司日前联合发布通告，开展严厉打击
“牵活、揽客”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规范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地区客运秩序。

根据通告，出租汽车禁止进入天津滨海
机场社会停车场。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如离
开机场地区的车辆有“牵活、揽客”行为，将依
照《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和《天津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
定》第十条第七项之规定，由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机构处以上限5000元罚款，并吊销驾
驶员客运资格证。对于单独或雇用他人在机
场地区“牵活、揽客”、转卖他人谋取利益、扰
乱机场公共秩序的，将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王睿）2021年12
月31日，位于河西区解放南路西江道上的一
块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地块正式纳入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用地。该项目为天津
市首个企事业单位自有土地新建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预计2024年可为新市民和青年
人提供1000余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党中央、国务院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作为“十四五”住房建设重点任务，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市国资委精心指导推动以泰
达控股为代表的国资骨干企业研究建设保
障性租赁住房，包括河西区西江道4号地块
在内，泰达控股计划建设10000套保障性租
赁住房，为希望在这个城市安家就业的新市

民和青年人改善住房条件作贡献。
泰达控股旗下天津泰达城市综合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胜表
示，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提
供坚实居住保障，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
深远影响。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
《企业开办登记规范》地方标准近日发布，将于今年2月1日
正式实施。该标准将企业开办线上线下全流程登记以地
方标准形式规范下来，形成全市统一、标准一致的企业开办
流程，标志着我市企业开办规范化标准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开办企业是考察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关乎每一个市

场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企业开办登记规范》充分融合了先
进经验和创新服务模式，将我市近年在企业开办方面形成
的较成熟的制度规范、行之有效的实际做法进行提炼升华，
并以标准形式固化下来，确保我市企业开办在1个工作日
办结。该标准是在前期河东区试点推行的基础上向全市
推广应用的，实现了企业开办服务的线上“一网通办”，线
下“一窗通办”，从办理依据、基本要求、工作流程、工作时
限等方面，对企业开办过程中的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公章
刻制、税务发票申请、就业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
存登记、银行预约开户等各环节进行了规范。
《企业开办登记规范》地方标准的实施，是天津对标

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结果，
不仅能提升我市企业开办登记效率，也使公众明确了解
企业开办登记的要求、流程和时限等，进一步提高行政工
作透明度，为优化天津营商环境助力加分。

《企业开办登记规范》地方标准发布

助企业开办1个工作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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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国企开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该项目可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1000余套住房

机场地区严打“牵活、揽客”

违者处5000元罚款并吊销客运资格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经开区
了解到，耀华中学滨海学校一期建设2021年
12月31日开工。该项目是继泰达岳阳道小
学之后落地经开区的又一所高品质学校。
学校位于经开区于家堡区域，办学规模计划
为初中、高中各24个班，项目地上五层，地下
一层，预计2024年9月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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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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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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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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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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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耀华中学滨海学校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