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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泥土有芬芳之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为有效维护
正常医疗秩序，切实保护入院患者和
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为医患双
方营造良好诊疗环境，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昨日发
布加强我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通告，
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入院患者在医院就诊，其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家属应当
遵守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制度。
第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扰乱正

常医疗秩序，不得威胁、危害医务人员人
身安全，不得侵犯医务人员人格尊严，构
成违法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医院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根

据需要在医院主要入口或者重点区域
入口进行安全检查，严防禁止、限制携
带物品进入医院。医院要为急危重症
患者设置安全检查绿色通道。

第四，进入医院的人员应当主动
接受并配合安全检查；因身体或者其
他特殊原因不适宜接受设备安全检查
的，应当接受人工检查。人工检查应
当保护被检查人员的隐私。对女性人
员进行人工检查，应当由女性安全检
查人员进行。
第五，拒不接受安全检查强行进

入或者扰乱安全检查现场秩序的，安
全检查人员应当制止；制止无效的，应
当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入院安全检查时发现禁止

携带物品，医院应当先行控制现场，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第七，发现扬言实施暴力、多次到

医院无理缠闹、醉酒吸毒、有肇事肇祸
风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高风险就
诊人员，医院要及时提醒医务人员，并
应安排安保人员陪诊，必要时报告公

安机关，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教、警示
行为后果。
第八，对威胁他人人身、财产或者

公共安全，扰乱医院安全秩序的醉酒、
吸毒、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就诊人员，
医院应当立即报警，并协助警方做好
处置工作。
第九，发现可能引发治安或者刑事

案件的医疗纠纷和其他涉医安全隐患，
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开展预防处置，对
当事人进行法制宣教，警示行为后果。
第十，市卫生健康部门、公安机关

联合制定并公布医院禁止、限制携带
物品名录，其中禁止携带物品包括4类，
限制携带物品包括6类。禁止携带物
品包括枪支、弹药，匕首等管制器具，
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等危
险物质，国家规定的其他禁止制造、买
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

供、处置的物品；限制携带物品包括菜刀
等刀具，锤、斧等器具，矛、剑等器具，伸
缩棍等棍棒，催泪瓦斯、打火机等物品，
及其他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危及公共
安全、公共秩序的物品。
据介绍，近年来，国内发生的恶性伤

医事件对广大医护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对就医患者人身安全也带来极大安全隐
患，引发强烈社会关注。国家卫生健康
委、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8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省市结合实际情
况，深入推进入院安检工作，发布通告，
制定并公布医院禁止、限制携带物品名
录。该《通告》切实为广大就医患者和医
务人员人身安全建立一道安全屏障，更
好地指导我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
入院安检工作，织牢、织密我市医疗机构
治安防范立体防护网。

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加强我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

织牢织密医疗机构治安防范立体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我市

召开研究部署暑期学生防溺水工作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
生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视频
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全力预防和减少暑
期溺亡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学生生命安
全。副市长李树起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树起强调，学生安全事关千家
万户的幸福安宁和社会大局的和谐稳
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防溺
水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强宣传教
育，增强学生及家长的防范能力意
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水

域，筑牢防溺水最严防线，全面排查安全
隐患、加强危险水域安全防范、做好日常
巡查监管工作、强化防溺水应急处置工
作。各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在责任上压实再压实，严格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
的要求，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乡村
为主、社会参与、各尽其责、联防联控”的
学生防溺水责任机制，落实落细各项防
溺水工作举措，全面精准堵塞漏洞，切实
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排查整改全覆盖、
联防联控全覆盖、巡查防范全覆盖，打通
学生安全工作最后一公里，确保学生生
命安全，让家长安心，让社会放心。

我市召开研究部署暑期学生防溺水工作会议

■ 本报记者 王睿

和田骏枣、尼雅黑鸡、无花果
酒、火焰山哈密瓜、艾德莱斯绸……
昨天，随着“新疆是个好地方·2022年
‘和田优品’天津消费节”在梅江会
展中心热闹开幕，那些“自带流量”
的新疆优质农货和非遗、文创产品
“聚齐”了，有“烟火气”，也有“诗和
远方”。
“馕是新疆特色，这次我们带来

大、小两种馕，口味丰富，有玫瑰花、
芝麻、核桃、牛乳、葡萄干，还有藿
香，就是把藿香花做成的藿香酱加
入其中，很多顾客试吃了，评价很
高。”正在美玉香馕展台前忙碌的销
售员王云对记者说，一盒220克的
馕在25元售价基础上打8折。正在
选购的市民周阿姨说：“之前去新疆
吃过，这次在家门口见到正宗馕，多
买几盒，送给亲戚朋友。”
另一边，一箱箱印有“西州蜜

25号”的哈密瓜礼盒也颇受欢迎。
“都是原生态的火焰山哈密瓜，皮
薄、肉甜，冷链车昨天夜里刚运来
2000多箱。”几名新疆销售员一边
切瓜，一边介绍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

这次带来了自有产品，展台上，沙
棘原浆、沙棘籽油、奶疙瘩、枣仁片
等颜值和品质兼具的好物摆得满
满当当。
尝过“舌尖上的美食”，自然也

要感受新疆的文化。展会上，贴有
“和田礼物”标签的文创产品琳琅满
目：和田玉、手工羊毛地毯、新疆乐
器、艾德莱斯绸、桑皮纸、民族服饰
吸引市民驻足。新疆文艺工作者现
场演绎的西域歌舞、羌笛手鼓，伴奏
乐中传来阵阵驼铃，丝路风情扑面
而来……
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招商联络

部部长谷燕成告诉记者，此次是“和
田优品”进驻津门以来，规模最大、

产品最全的一次展销盛会，不只涉
及天津对口支援的策勒、于田、民丰
三县，还集合了和田地区各县市的
名特优品。“参展企业超过120家，
比去年增加了40%，涵盖非遗、文
创、干果、粮油、酒水、饮料等10个
品类，总共上千种产品。展会将持

续到7月25日。”
采访中，不少市民提到，“和田

优品”天津消费节给大家谋了“福
利”：在家门口与大美新疆风情亲密
接触，“逛吃”的过程中，还能买到质
优价好的新疆特产，既饱了“眼福”，
又饱了“口福”。

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天津援疆
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方伟表示，“和田
优品”是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在和田
地区打造的区域公共品牌，希望通过
“和田优品”天津消费节这个平台，带
动和田地区的产业及消费帮扶转型升
级，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新疆好物“组团”来啦！
——“和田优品”天津消费节见闻

昨日，2022年“和田优品”天津消费节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 通讯员 刘海辰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 本报记者 万红

走进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高明明的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中国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图，桌上则放着一张

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图。
干了19年铁路规划设计，作为我

国铁路规划行业知名青年专家，高明
明带领团队累计完成国家、区域、都
市圈等铁路规划百余项，主持参与铁
路勘察设计重大项目125项，完成铁
路科研课题30余项，经他提出并规
划的铁路里程超过 10000 公里。但
在他心中，最有分量的还是办公室里
的这两张图。
“这些年，京津冀三地90%的地方

我都走遍了。铁路规划可不是纸上谈
兵，要考虑到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
也要协调‘空间、产业、交通’三大要
素，影响及考虑因素非常多。所以我
们反复与当地规划、土地、环保等多个
部门对接，再一条条现场踏勘调研每
条线路。”看着桌上铺开的京津冀地区

城际铁路网规划图，高明明伸出右手
两根手指比了个“2”，“两年，别看这张
图是2016年 11月批复的，我们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的工作可是随着京
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提出从
201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
今年即将通车的京唐、京滨城际

铁路便是这一规划上重要的进京通
道。高明明说，当时考虑到在“一核双
城三轴”中京津轴最为重要，就借鉴长
三角沪宁、珠三角穗莞复合走廊经验，
经过多轮调研，决定区别已有京津城
际及京沪线路走向，再规划京滨、京
唐、津兴三条通道。“可京滨的线路走
向让大家犯了难，方案前前后后研究
了多次。最开始是想走武清北到通州
的，这样去北京距离最短，但新开一条
交通廊道，分割区域用地，不符合整体

规划。后来，考虑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
线路对天津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铁路
集约化建设及后续津承城际走向等多重
因素，我们最终在北辰、宝坻设站将线路
引入北京，宝坻站也随之成为多条高铁
汇聚的枢纽车站。”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如今，高

明明参与规划的众多铁路已真真实实
纵横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为区域发
展注入了动力。而他又继续带领团队
投入到全国城市群都市群轨道交通网
络化规划之中，将高铁、城际、市域郊
铁路与城市轨道四网融合，打造更加
立体、更具层次、更强融合性的轨道交
通规划；并牵头开展了专题研究，将京
津冀地区铁路客运格局调整为以京津
雄为核心、辐射全国的“八放射”高铁
通道以及以京津雄“三角型”为骨架的
城际铁路网。
勾勒铁路网的纵横曲线，打造穿梭

于祖国山河的钢铁巨龙，以梦为马，不负
韶华，高明明将在铁路规划设计的道路
上继续奋斗，始终如一。

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记中国铁路设计集团交通运输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高明明

高
明
明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保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市税务局发布通知，阶段性缓缴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
单位缴费。
自2022年7月28日起，对中小微

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缓缴2022年 8月、9月、10月属期的
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含职工生育保险
费，下同）。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
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等各类社会组织参照执行。机关
事业单位、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单
位，在缓缴期间按规定正常缴纳职工
医保费。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根据《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的通知》《关于印发〈金
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等确
定。现有划型标准，无法满足企业划
型需求的，可由企业向社保经办机构
出具书面承诺。
关于滞纳金，缓缴单位最迟应于

2023年1月份（含）前补齐缓缴期间的
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缓缴单位按规定
时限补齐的，免收滞纳金；未按规定时

限补齐的，从2023年2月1日起按日加
收万分之五滞纳金。缓缴单位也可根据
自身实际，提前补齐缓缴的职工医保费，
社保经办机构、税务部门应依职责做好
核定征收工作。
缓缴期间，缓缴单位应依法履行代

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确保参保
连续，应正常申报职工医保费信息，缓缴
期内职工个人按期足额缴费的，视同正
常缴费，个人权益连续记录。参保人出
现离职、申请办理职工退休人员待遇、办
理关系转移等情形的，缓缴单位应为其
补齐缓缴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缓缴单
位出现注销等情形的，应在注销前补齐
缓缴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缓缴期间，缓缴单位的个人缴费部

分，可通过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登录天津
市企业网上业务经办大厅，采取“不见
面”方式按月正常申报应缴纳的职工医
保费。
据介绍，缓缴全面推行“免申即享”

经办模式，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以单
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无需提出缓缴
申请和材料，在每月申报缴费时根据本
单位实际需求对相关政策知情同意后，
无需审批即可享受阶段性缓缴政策，减
轻企业事务性负担。

阶段性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上接第1版）

天津海关第一时间为基层购置
配发、制发学习通知，推动各级党组
织学思践悟。“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深刻认识海关
工作背后的政治考量、体现的政治要
求，确保海关党的建设始终走在‘第
一方阵’，积极打造‘求实、扎实、朴
实’的海关文化，并将学习成果转化
为加强海关党的建设的无限动力，不

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树立海关‘可亲、
可敬、可靠’的准军事化纪律部队良
好形象，在做好口岸疫情防控、促进
外贸保稳提质等重大政治任务上做
到维护意识更牢、维护能力更强、维
护行动更实。”天津海关政治部副主

任谢玮说。
“作为统计机关的专职党务干部，

机关党建的组织者、执行人，要把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精心组织，扎实推动。”市统
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周璐说，将纳入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内容，列

入党员教育培训和全局干部培训计划，
紧密结合统计现代化改革实践学，扎实
推动统计服务全市稳经济运行若干措施
落地落实，围绕“四高”目标任务，在健全
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完善现代工
业统计体系和产业链统计监测、深化数
字经济统计改革、建立乡村振兴统计指
标体系等方面持续用力，在服务和促进
天津高质量发展中展现统计机关新担当
新作为。

（上接第1版）

天津市金融局在稳妥做好风险防
范的基础上，以委托实施形式将融资
租赁公司准入和监管权力事项下放给
东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让东疆放手
创新……
“这些集成创新政策的落地，跟东

疆的协调推动高度相关。”李鹏用“筚
路蓝缕”来评价东疆的努力。他说，融
资租赁涉及的管理部门大多是垂直类
的，企业不可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
跑，东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就像管家
一样帮着去跑。“‘专家+管家’式的服
务是东疆具有魅力的软实力。大家在
这里开展业务，最看重的还是东疆政
府部门对这个行业深刻的理解和预
判，以及超强的创新能力。有时候他
们真的比租赁企业还专业。”

市场之需，创新动力

10多年来一直领跑，东疆强劲的
创新动力源自何处？
“因为市场一直在变化，因为企业

不断有需求。”时金凤说。
这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航空客

运直线下滑，货运却异常火爆。一些
飞机租赁公司转战货运市场。中国超
五成航企旗下的飞机都是租赁的。眼
下他们早期租赁的飞机已临近首次租
约到期，也到了处置的时点。市场热
点转换，东疆顺势而为，适时推出飞机
“客改货”后再租赁。

说起飞机“客改货”并不新鲜，但
境外公司的客机退租后在国内“客改
货”再租赁，难度系数非常大。该业务
在国内的头一单，同样落地东疆。

今年春天，交银租赁的一架客机
租赁合约即将到期，计划退租后将飞
机进行“客改货”改装，再租赁给中国
邮政航空使用。由于飞机资产的持有
方为境外子公司，按规定须退租后离
境完成改装，再以货机的新身份申报
入境执行新合同。受新冠疫情影响，
飞机跨境调机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新合约很可能无法按期履行。交银租
赁赶紧把难题反馈给了东疆综合保税
区管委会和东疆海关，希望能让飞机
从退租到改装到再租赁全流程处置都
在境内完成，而过去并无相似的案例
发生。在东疆的倾力协调推动下，交
银租赁很快就心想事成了。

眼下，东疆已形成“租赁+买卖”
“租赁+维修”“租赁+改装”等飞机资
产处置模式全覆盖。飞机租赁也由最
初“租赁物+资金”的简单组合，升级
为集聚融资、交易、技术、监管、适航、
登记等多元素的飞机资产管理体系。

东疆也因此成为我国航空产业补链强链
的一方沃土。

租赁产业发展迅猛，相关法律问题
也日渐增多。于是，全国迄今唯一一家
以融资租赁命名、集中审理融资租赁案
件的专业法庭在东疆诞生。2021年，该
法庭受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超5000件，
案件标的额超14亿元。新冠疫情发生
后，这个法庭又探索智能视频庭审、多维
度举证质证等手段，将现代科技运用于
庭审全流程，实现“不见面、非接触”式在
线办案。

2012年，时金凤到东疆工作时，融
资租赁飞机还不到100架。这两天，她
正在准备迎接第2000架。她说，东疆一
直都是以企业需求为目标导向的，总是
试水，踩稳，再迈一步。

东疆模式，中国方案

近年来，东疆先后与印尼、马来西
亚、尼泊尔、格鲁吉亚、巴基斯坦等多
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合作开展了离岸飞
机租赁业务（即境内租赁公司购买境
外制造商的飞机，并租赁给境外航空
公司），将“东疆模式”推向“一带一路”
国家。

2021年年初，注册在东疆的中飞租
赁与中国商飞签署了采购 60 架国产
ARJ21飞机协议。其中，30架为确认订
单，30架为意向订单。这批飞机将于
2026年之前分阶段交付。

自2016年6月投入航线运营以来，
“阿娇”主要的运营商都是国内航空公
司。而根据双方的采购协议，这批飞机
将应用到海外市场。中飞租赁为此投资
了印尼的翎亚航空，希望将这家航司
打造成首家运营“阿娇”的海外航空公
司——在东疆飞机租赁巨头的助推下，
国产飞机这个“后来者”加速参与到国际
航空领域的分工和合作，将逐步建立我
国航空产业的环球影响力。
日前，在天津机场一号路，中国通用

航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昱告诉记者，
作为航空应急救援的“国家队”，通用航
空近几年从国外引进了4架多灾种救援
重型直升机，每架上亿元人民币，均通过
东疆融资租赁方式采购。这些皮实的
“大块头”在西藏林芝等高海拔区域森林
火灾救援中派上了大用场。中国通航也
因此大大减轻了自有资金压力，可以更
加轻松地展翅高飞。
“之前，融资租赁基本用于民用航

空领域，像这样拓展到航空应急救援
领域的，在国际上少之又少。东疆这
次妥妥地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航材
集团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贞科说。

先行先试“东疆模式”领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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