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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今年，我市计划新增
各类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超3000台。重点
在居民小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干线和
农村公路沿线以及物流园、产业园、大型商
业购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等物流集散地和
人员密集区配建充电基础设施，不断织密我
市充电服务网络。

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2022年新能源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工作要点，明确提出，今
年我市将结合不同领域、不同类型新能源车
辆的特点和充电需求，按照适度超前原则，
遵循“快慢结合”的技术导向，分类有序建设
充电设施。

工作要点提出，全面推进居民区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今年我市进一步优化完善居
民个人充电桩报装流程，持续推进新能源汽
车居民个人报装便民措施：对具备条件的居
民区，可主动与居住社区管理单位协商，统
一出具允许施工证明，备案制受理客户申
请，居住社区管理单位应积极配合用户安装
充电设施并提供必要协助；对尚未成立业委
会、没有物业的居民区，接入要求合理、接入
条件具备的，供电企业可通过承诺制受理客
户申请，属地政府和产权单位协助供电企业
做好施工协调工作。加强供电企业、车企、
经销商联通互动，前置报装服务，全面推行
“充电桩联网通办”政策，打通新能源入户的
“最后一公里”。

在推进既有居民小区充电设施建设方
面，工作要点提出，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
推动小区公共充电桩建设，各区人民政府及
相关承建企业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多
种渠道广泛收集充电诉求，制定年度小区公
共充电桩建设计划，并积极推动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对居民建桩需求上不封顶，对具备
安装条件的小区做到应建尽建。

工作要点强调，严格落实新建居住社区
配建要求。严格落实国家和我市对新建小
区充电设施配建标准，100%预留安装条件。
其中，电力容量预留暂按停车位总量20%配
备充电桩、每台充电桩负荷按7千瓦计算；管
线预留时，应将电源及通道延伸至地面停车

区域和地下车库每一分区，预置集中式电表
箱，并将表后管线或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车
位以满足直接装表接电需要。规划建设部门
应在新建住宅项目规划报批、竣工验收环节依
法监督。

加强建成小区公共充电桩运营管理。各
建设运营企业作为责任主体，要加强对充电设
备定期巡检，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建成小区的
充电桩作为公共设施，不得因物业更换等因素
停用或拆除。如遇不可抗力造成充电设施停
用拆除的，物业公司及建桩企业须征得社区
（村）、街（镇）同意后，报所在区发改委备案。
在此过程中，需做好应急措施，保障居民充电
需求。

■本报记者 黄萱

7月 1日上午，“就业红娘”林广瑞正拿
着手机收看西青区人社局官方抖音号的直
播。“我们‘就业红娘’不直播，但看直播找
合适岗位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林广瑞边
说边记录，“这里有个职位特别适合我们镇
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我得记下来，赶紧跟他
联系。”

“就业红娘”有烦恼

虽说叫“就业红娘”，林广瑞却是一个刚
满32岁的“90后”，身高一米八几的小伙子，
和“红娘”有着非常大的违和感。“我这‘红
娘’可不管介绍对象，我干的是介绍工作的
活，是牵线搭桥。”

林广瑞在西青区大寺镇综合便民服务中
心工作，登记信息、联系企业、接打电话、接待
就业者来访是他的日常工作，求职者亲切地
称他为“大林”。现在正值毕业季，大林的工

作更加忙碌了起来。说起“就业红娘”这个职
业，大林也有自己的无奈。“其实我们跟红娘
的烦恼差不多，‘眼高手低’、不清楚自己的真
正需求是求职者的通病。学自动化的不想干
工程，学会计的不想做会计，这样的情况特别
常见。”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大林都会耐心
地开导。“我们一般会帮助求职者梳理自己专
业的特点和就业方向、就业前景，再建议求职
者先找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适应社会，在这
期间尝试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进行下一步
的求职。我们的服务会持续两三年，所以不
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不过一般情况工作一段
时间也会爱上自己的岗位的。”

再一个烦恼就是求职者对“就业红娘”
身份的怀疑，“现在骗子太多，求职者也都多
个心眼。我们常常被质疑，‘你是谁’‘我怎
么知道你是真的假的’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
都有。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就会带着居委
会的人上门，让求职者放心。”

“90后”帮“00后”找工作

“今年的毕业生名单还没下来，但我们
已经掌握了部分人的动向、需求和求职方
向，也在积极地为这部分毕业生找合适的企

业对接，并提供一些见习岗位。”
林广瑞所说的名单是一份离校未就业的

学生名单，是通过教育部门移交、在市人社局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扫码登记以及社区摸
排等方式收集到的。“一般每年的七八月份名单
就会到我们手里。这里面一部分是准备升学考
试或者考公务员的，另一部分是未就业的应届
大学生。”收到名单后，林广瑞和其他的“就业红
娘”会逐一联系名单里的人，“我们的工作是记
录求职者的技能特长、求职需求，帮助他们梳理
职业规划，与企业对接，找到合适的岗位，并指
导他们面试。”2021年大寺镇的名单总共110余
人，其中未就业的70多人都已找到心仪的岗位。

吴尉是通过“就业红娘”林广瑞找到工
作的“00后”毕业生。吴尉毕业于湖北国土
资源职业学院。2021年6月毕业后，吴尉看
了很多招聘网站的信息，也去过一些现场招
聘会，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同年9月，
林广瑞找到了吴尉，了解了她的需求后，很
快帮她找到一个餐饮公司的文职工作，与企
业沟通、面试都非常顺利，不到半个月吴尉
就入职了。“我很感谢‘就业红娘’，他一对一
的服务让我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工作快
一年了，吴尉已经适应了工作环境，并在不

断提升自己。

直播“卖工作”效率高

除了对接求职者，林广瑞还有一项重要的工
作，那就是搜集各处的求职信息。“我们自己掌握的
招聘信息是有限的，所以每天都会蹲点看直播，看
到合适的信息记录下来，以便为求职者精准推荐。”
林广瑞说，“今天的张家窝专场有科技公司、教育
咨询公司，还有智能装备、自动化、生物科技公司，
非常全面，也是我不掌握的，正好可以补漏。”

西青区人社局的官方抖音号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10时直播一小时，直播中主要以口播的方
式介绍企业背景、招聘职位等。7月1日林广瑞
蹲守的直播是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张家窝专场
活动，西青区人社局负责直播的赵桂雪告诉记
者，当天参与直播的企业有21家，求职者大多为
应届毕业生，通过直播与企业建立联系的求职
者不在少数。从这个月开始，学生陆续离校找
工作，应届毕业生开始增多，直播带岗这种形式
能更加快捷地让毕业生了解企业和职位。

赵桂雪介绍：“我们通过直播宣传，让更多
的求职者上这个云平台进行登记，而后通过‘就
业红娘’的一对一精准服务，为每一位求职者打
造专属的求职线路，更快地入职理想企业。”

■本报记者 赵煜 实习生 魏剑锋

一直令家长们头疼的早高峰时段校门
口的大堵车，河西区闽侯路小学有解了。家
长“闪送”，老师“闪接”，一送一接无缝连接，
家长的车即停即离，让校门口的早晨出现少
有的顺畅场面。

7月1日早晨7时40分，记者来到闽侯路
小学徽州道校区，此时正值上学高峰时段，
现场多名保安分散在校门外维持秩序，3位
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和佩戴“护导”字样红
袖章的老师正护送学生进校。家长们将学
生送到校门附近，志愿者和老师们主动上
前，为孩子们打开车门，然后拉着他们的手，
将孩子直接送进学校。关上车门的一刹那，
家长即可开车驶离，平均仅停靠6秒左右，徽
州道基本畅通。

徽州道是一段单行路，连接九龙路与大
沽南路，在南侧的路边还有停车位，正常仅
能容许两辆机动车并行通过。这条路上有
闽侯路小学的两个校区，每逢早高峰，徽州

道常会堵得水泄不通。
地处隆昌路与琼州道交口的闽侯路小

学（华星校区）也有类似问题，家长下车，再
为孩子打开车门，帮助孩子背上书包，送进
校门，再目送一段，回到车上，系安全带……
一整套动作下来，停靠时间至少三五分钟。
早高峰时段，经过路口车辆平均都要等候三
个灯时以上。

昔日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这样
的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原来为缓解早
高峰交通压力，河西区教育局发起了“闪送
工程”，闽侯路小学等3所学校率先试点。

闽侯路小学的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目
前“闪送工程”正在徽州道校区和隆昌路校

区实施，加起来的学生共有2000余人，普遍
都集中在7:30—8:00的时段进校，早高峰通
行压力大，这一情况一直难以解决。市人大
代表提出了“闪送”金点子，校方积极落实市
教委和区教育局的要求，实施“闪送工程”，
开始组建“闪接”队伍，负责每天从车门到校
门这一段路程的护送任务。“闪接”队伍由一
位行政人员、一位老师和两三名家长志愿者
以及学校保安组成，力求做到“后有人送，前
有人接”，保障学生安全进校。

志愿者都是家长自愿报名，当初发出倡
议后，马上就有500多名家长报名，可见家长
对接送孩子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从车门到
校门，很短，却是家长们最不放心的一段路，

只有看着孩子进了学校大门，他们才能踏实离
开。“闪送工程”其实就是将校门往外“延伸”，
让老师们的双手替代大铁门，让家长们看到执
勤老师和志愿者的牵引，即停即离。

为配合“闪送工程”，天津市公安交管局河
西支队在校门口施划专门的网格标线，每隔两
米设置一个防撞桶，打造出了一条“护学通
道”，明确了家长接送地点。同时和校方充分
协商，除了在路口设置专门的疏导岗外，还在
学校门前设置了一个机动警力，负责维持校门
附近的交通秩序，全力保障学生安全。

河西区教育局安全与法规科工作人员表
示，“闪送工程”在闽侯路小学试点实施，取得
了理想的成效，目前正在逐步推广当中。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昨天，家住和平区同安南里的居民向本报热线反映，
卫津路上同安道人行天桥刚刚拆除，不知道天桥拆除后
行人过马路如何绕行，这个天桥什么时候重建？

昨日15时，记者在现场看到，同安道与卫津路交口
附近的人行天桥已经拆除完毕，原天桥桩基的位置还立
有施工围挡。“上周六晚上开始拆除，今天早上发现已经
拆完。”家住同安南里的居民程大爷介绍，这座天桥已经
使用10余年，居民平时到马路对面坐车，都会走这座天
桥。这座天桥拆除了，现在居民们关心到对面坐公交车
如何绕行，天桥何时能重建？

现场负责施工的单位是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
公司，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正在施工的项目
是地铁7号线八里台站至六里台站项目段。八里台站
至六里台站盾构区间从同安道天桥桥位下穿过，桥梁
部分桩基位于盾构安全施工区，该范围内的桩基需拔
除，因此需要对天桥进行临时拆除，等桩位调整完毕，
将对天桥进行复建。因目前道路所限，无法在此位置
安装信号灯和施划人行横道线，在此期间，行人可通过
原天桥以北天大东门人行横道通行，或者绕行原天桥
以南八里台桥下过马路。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天桥拆复建工期为6个月。预
计明年1月份，新建的天桥投入使用。

线下侧耳倾听 线上蹲点直播 为求职者牵线搭桥精准推荐

“90后”小伙儿扮就业“红娘”靠谱

缓解早高峰交通压力 河西区3所学校试点

开车门 孩子“闪送”到校门

今年再添超3000台新能源车充电设施
全面推行“充电桩联网通办”重点在居民小区、农贸批发市场等人员密集区和物流集散地配建

工作中的林广瑞(左）。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本报日前刊发《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下月起“家庭共济”》引起广
泛关注，不少读者打来电话咨询。7月1日
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在亲属之间共济
使用，哪些人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个人账
户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家庭共济使用？
家庭共济是共用医保卡吗？针对热点问题，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作出了解答。

哪些参保群众有医保个人账户？

目前，按照统账结合模式（单位缴费比
例10%、个人缴费比例2%）参保的在职人员
和退休人员建立个人账户。按照大病统筹
模式（缴费比例8%）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不
建立个人账户。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划拨标准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根据不同人群分为
不同的划拨标准。其中，在职职工为本人
参保缴费基数的2%，即个人缴纳的基本医
疗保险金额全部划入医保个人账户。退休
人员不满70岁的每月40元，全年480元；满
70岁的每月50元，全年600元；新中国成立
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为每月60元，全
年 720 元。举例，小张每月医保缴费基数
5000 元，每月个人账户记账 100 元（5000
元×2%）；李大爷65岁，已退休不再缴纳职
工医保费，每月个人账户记账 40元，全年
480元。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使用范围？

自2022年7月1日起，职工医保参保人

通过绑定自己的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可
将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用于支付上述家属在
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诊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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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将可缴纳居民医保、长护险
的个人缴费，实现家庭共济。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不能取现了吗？

自2022年1月1日起，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不再实施注资管理。个人账户资金不再
打入银行卡，而是记入本人个人账户台账用
于看病就医使用。即每月28日不再有银行
卡到账记录。历史年度已经打入本人银行
卡的个人账户资金，可以继续取现使用。不
打入银行卡的个人账户资金只是更换了用
途，并不会减少或减损。

对于2022年1月前因银行卡“未激活”等
原因未成功发放的账户资金，待银行卡激活
后仍会正常发放。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共

用社保卡”吗？

不是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并
非“共用社保卡”或“共用门诊报销额度”。参
保人员看病就医还得使用本人社保卡。申请
开通共济功能后，个人账户里的累计资金可
以在家庭成员间共济使用。请大家一定注
意，看病就医不要冒用、盗用家属或他人社保
卡，避免构成欺诈骗保被追究法律责任！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详解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摄影 通讯员 张紫毓 ）近日，
经过“云验收”和现场验收，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中
铁R303号”在中铁装备集团天津公司下线，即将应用于
意大利福尔泰扎铁路隧道项目，这也是我国出口欧洲的
首台再制造盾构机。

该盾构机原为中铁装备出口至阿联酋迪拜的一台超
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于2021年由该公司回购。在前
期与意大利项目客户的交流过程中，中铁装备主动提出
对旧盾构机进行改造的技术方案，根据新项目的地层情
况及客户使用需求完成了再制造，以较小的成本投入实
现了设备性能的全面升级。改造后的盾构机开挖直径达
到11.05米，针对该隧道项目地层岩石强度高的特点，企
业通过优化滚刀轨迹、加强刀盘面板结构，让刀盘拥有了
更强的破岩能力，提高了掘进效率。

我国出口欧洲首台再制造盾构机

破岩“大块头”在津下线

图为国外客户对再制造盾构机进行验收。

市财政局：直接粮补 投保财补 先建精补

“组合拳”助力粮食生产

行人可通过原天桥以北天大东门人行横道
通行，或者绕行原天桥以南八里台桥下过马路。

志愿者护送学生进校园。

如何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功能？ 参保人员可就近前往各区医保分中心现场办理，也可通过线上自助
办理。在线办理主要支持以下三种方式：

关注“天津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

心”微信公众号 在“经办渠道”中选择
“津医通”；或直接在微信、支付宝中搜索
“津医通”小程序办理。

登录天津医保公共

服务平台办理 在“天津
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
心”微信公众号上也有
平台入口（“经办渠
道”——“网厅”），方便
登录操作。

下载“金医宝”App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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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市
财政局强化财政投入保障，采取“直接粮补、投保财补、先
建精补”三项组合措施助力“三夏”粮食生产。

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统筹4.8亿元常态化对种
粮农民实施补贴政策，助力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同时，及
时组织落实国家稳粮“红利”政策，筹集6767万元对实际
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惠及69.5万户（次）农民，积极
应对农资市场价格上涨形势，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
近期，再次拨付3034万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粮
补，更好地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

提高粮食防灾管理水平。安排2亿元服务农民种粮
投保，增强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及时下达财政农业生
产和水利救灾资金700万元，支持武清区、宝坻区等区对
冬小麦实施喷一次农药、防病虫害防早衰防干热风“一喷
三防”种粮防灾措施，有效延长我市153万亩冬小麦的灌
浆期，为赢得夏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创造积极条件。

积极扩种大豆油料面积。计划安排1000万元支持
我市大豆油料扩种，并优化种植结构，对完成新增3万亩
大豆以及1.5万亩油料生产任务的涉农区给予“先建精
补”，服务我市大豆油料播种面积扩大到8.5万亩。

市民可采取以上方式开
通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功能，
没有办理时限等规定，无需
集中办理。共济功能开通
后，可随时通过上述渠道对
使用人进行调整和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