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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2021年，我市孕
产妇死亡率为8.06/10万、婴儿死亡率为
2.1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80‰，对
我市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为10.33万名儿童开展窝
沟封闭，60.17万名0至6岁儿童接受1次及
以上眼保健和视力检查，中医药健康管理
服务138.54万名65岁及以上居民……近
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第三方满意度
调查显示，去年，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总体知晓率为98.87%，总体满意度为
98.05%，总体便利度为97.66%，总体受益
率为96.28%。

我市自2007年开始在城市地区启动
实施由政府购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为居民无偿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2008年推广到农村地区，实现
城乡全覆盖。为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
需求，政府投入逐年增加，辖区常住人
口的人均经费补助标准由2007年的10
元，提高到2021年的104元。服务内容包
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残疾人康复服
务、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划、适龄儿童
窝沟封闭、大肠癌筛查、心脑血管疾病
筛查等。

据统计，2021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常住居民，包
括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户籍居民，建
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并通过健康天津
App向居民个人开放查询；全市累计建立
电子健康档案1267.51万份，电子健康档
案建档率为91.41%。2021年，我市辖区内

常住人口共有401万人签约家庭医生，其
中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签约人数为
117.57万人。

在预防接种方面，2021年全市儿童预
防接种证建证率100%，卡介苗接种6.73万
剂次，乙肝接种21.65万剂次（儿童），脊灰
接种33.27万剂次。在慢性病患者健康管
理方面，2021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管理高血压患者127.46万
人，2型糖尿病患者51.06万人。

在大肠癌筛查中，2021年累计发现
7973例腺瘤，避免了1325例结直肠癌的发
生，保障了我市群众的身体健康。

另外，2021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乡镇卫生院共为30.9万名60至74岁
以上居民开展了心脑血管疾病筛查，筛

查高危人群14.1万人，通过对筛查对象开展
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提高了居民防病意
识和防病能力，降低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发展风险。

我市今后将利用“健康天津”App等多
渠道全面开放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通过多
种途径激励居民利用健康档案，调动居民
个人参与自我健康管理的积极性，形成“主
动健康”意识。

同时，我市将推动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与上级医疗机构的双向协作和转诊机制，
鼓励上级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和公共卫生
医师参与家庭医生团队；将体检结果及时录
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并通过多种形式告知
老年人体检结果，根据体检结果做好个性化
健康教育和指导。

去年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满意度达98.05%

超九成居民有了电子健康档案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实习生 赵亦非

昨天，记者走进天津华苑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的展示厅，一下子就被占据着整
面墙体的巨大显示屏吸引。

显示屏上的数字不断地跳动、更
新，“最大额”的那个数字标识为“累计
结算金额”，数字为小数点前12位，共计
2166亿元。

运用数字化手段“云上赋能”

“这是我们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来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的结算金额数字，
累计发放人次为11.27亿人次，累计服务人
数为7394万人。”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一家数字经济灵活就业服务
平台，云账户运用数字化手段“云上赋
能”，通过提供“线上秒批”电子营业执
照服务等，帮助视频创作、生活管家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接单干活、获得收

入。“新冠疫情下新就业形态吸纳就业
作用明显，服务总人数连续18个月每
月新增超百万人。”云账户副总裁王陟
耕介绍。

抢抓新业态发展机遇

据了解，云账户服务对象中有218.2
万人是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王陟
耕表示：“我们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设立了云账户（甘肃）云顶科技有限
公司，搭建灵活就业服务体系，建立短
视频直播带货共同富裕实践基地，培养
网络营销师，为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引
流。2021年，云顶科技实现收入5.84亿
元，今年前三季度实现收入12.15亿元，
是去年全年业绩的2倍。”

抢抓信创产业和数字经济新业态发
展机遇，云账户2021年实现收入525.29亿
元，同比增长27%。今年前三季度实现
收入704.35亿元，同比增长92%，荣列中
国企业500强第411位。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随着最
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建二局四
公司华北分公司承建的国家网络信息
安全产品和服务业集群承载区——高
新区网络安全产业基础设施项目（以下
简称“网安园项目”）全面冲出正负零。

网安园项目位于滨海新区海洋科

技园，总建筑面积约14.48万平方米。作为
国家级信创人才双创集聚区和建设“中国
信创谷”的主阵地，项目预计于2024年6月
全面完工，建成后将培育、引进优质企业
50余家，全面助推信息网络安全产业高质
量发展。
照片由中建二局四公司华北分公司提供

“云”助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收
今年前三季度云账户实现收入704.35亿元 同比增长92%

网安园项目全面冲出正负零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第13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于10月15日在线上开幕。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天津交易团
共有327家企业线上参展，展位数量达839个，涉及48个展区。

本届广交会上，我市新参展企业达81家，带来的产品涵盖大
型机械、五金、搪瓷、人造花卉、医疗仪器、食品、餐厨用具、文教
用品等种类。此外，天津交易团在展位分配上对科技含量高、自
有品牌影响力大的外贸企业予以倾斜，科技型企业占比明显提
升。针对网上展会的特点，天津交易团还组织了专业公司帮助
企业制作展品图片、视频等展示资料，并在直播营销方面给予技
术支持，为我市外贸品牌推广提供便利。

327家津企线上参展广交会

科技型企业占比明显提升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冷空气来袭。昨天，市气象台发布入
秋以来第二次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18日，受寒潮天气影
响，我市最低气温降幅将达8℃到10℃，今日夜间，北部地区最低
气温或可跌至冰点。

市气象台昨天7时5分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
响，预计到18日，天津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18日早晨最
低气温将降至4℃左右，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低至1℃到2℃，最低
气温降幅将达8℃到10℃。今日上午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7
级。同时，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天津海洋
中心气象台继续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此外，市森防办
提醒：17日森林火险等级高，各有关单位要密切关注天气和火险
形势变化，提级做好森林火险防范应急准备工作。

市气象台、天津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昨天还联合发布
脑卒中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气温骤变，市民需适
量减少户外活动，适当防护；具有脑卒中危险因素的人群，应注
意准备好御寒用具，合理安排锻炼时间，适当调整饮食。

发布寒潮和大风预警 注意防范森林火险

气温骤变 市民需适当防护

本报讯（记者 姜凝）日前，从天津大学获悉，现在本科生也
能和研究生一样“一对一导师制”培养了：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除了辅导员、班主任的“标配”，天大新入学的本科生还拥有了一
名“师友”导师。相较于辅导员、班主任，该校实施的“师友计划”
注重对学生专业兴趣及大类招生条件下未来专业选择的指导，
在专业教师中选聘了730位师德师风良好、教学科研能力和专
业指导能力较强的教师担任“师友”导师。2022级本科新生成
为“师友计划”首批受益者。

据天大学工部部长赵欣介绍，“师友计划”以学生宿舍为单
位，每间宿舍选配1名导师，现已完成4618名本科新生全覆盖。

天津大学实施“师友计划”

本科新生全部有了“专属”导师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
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市市场监管委近日发布
《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今年年
底前，各区建成 1家规范化零工市
场；2025年，全市建成30家规范化零
工市场。

建设一批规范化零工市场

《通知》提出科学规划建设零工
市场，通过新建、升级或改造的方式，
推动建设一批规范化零工市场。

根据零工人员求职需要，在交通
便利、零工人员求职集中的地点，开
发建设规范化零工市场。

对零工人员自发集中、具有一定
规模的零工求职地点，通过改造利用
闲置建筑、搭建必要服务设施等方
式，有计划地升级改造为规范化零工
市场。

线下服务大厅和线上服务平台
均应开辟零工服务专区，提供免费零
工对接服务。

提升零工配套服务能力

在全面提升零工配套服务能力
方面，将充分利用各级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服务资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提早
大厅开放时间、分时分区共享招聘场
地等方式，为零工对接提供免费场
地、设施设备等支持。优化提升零工
市场设施水平，配备基本的遮风避
雨、防暑防寒、卫生防疫、简易桌椅等
便民设施。

扩大零工服务供给

《通知》明确将积极扩大零工服
务供给。强化零工岗位信息归集服
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零工市
场要多渠道归集各类用人单位、劳务
中介组织的非全日制用工、临时性和
阶段性用工需求信息，并在现场服务
显示屏和线上服务平台集中统一发
布。规范零工及时快招服务，优化零
工快速对接手续，简化求职招聘登记
事项，促进零工人员、用工主体、中介

机构现场对接洽谈、即时确认结果、当
日面试到岗。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
务，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符合条件的依规给予培训补贴。对有
创业意愿的，积极提供创业培训、担保
贷款等创业服务；对长时间待工、低收
入家庭、残疾等大龄和困难零工人员，
加强就业帮扶，优先组织点对点对接
洽谈，符合条件的及时进行就业困难
人员认定和援助。

畅通线上零工服务渠道

我市还将畅通线上零工服务渠
道，将零工信息纳入各级各类公共就
业线上服务范围。通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线上灵活就业服务专区，为服务
对象提供在线交流、应聘报名、结果确
认等“一网通办”服务，促进人岗匹配
对接。同时，规范零工市场运营管理，
畅通零工市场投诉举报渠道，依法监
管职业中介机构，严厉打击黑中介、发
布虚假信息以及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
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

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满足灵活就业
2025年全市建成30家 为服务对象提供“一网通办”服务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孙

晓斌）人在公司坐，退税找上门，这样
的好事被武清区彩鸥家具（天津）有
限公司赶上了。日前，该公司需要
向境外股东分配股利，在申报代扣
缴纳税款后，企业财务人员杨华接
到了武清区税务局打来的电话。“您
公司股东注册地在香港，并且从事
实质性经营，符合税收协定优惠政
策……”税务人员耐心地讲解、指
导。电话这边的杨华开心得几乎跳
了起来。

近两年，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力度
大、专业性强，为了让广大“走出去”
“引进来”企业第一时间吃准吃透，
天津市税务系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宣传辅导，帮助企业办税人员准确
掌握国际税收优惠政策，并利用税
收大数据开展风险分析，为企业提

示风险。
经开区税务局连续3年推出线上

课程与线下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在
政策广覆盖的同时为纳税人提供一
对一精准辅导。保税区税务局依托
税企互动平台，举办国际税收政策
线上培训会，着重讲解同期资料、关
联申报、再投资递延纳税以及税收
协定等纳税人关心的税务事项。南
开区税务局则与时俱进举办纳税人
学校直播课，税务干部化身主播深
入浅出地讲解对外付汇扣缴税款等
政策……

今年以来，我市税务系统通过各
种方式辅导有关联申报义务的企业
5033户次，提示申报3536户次，更正
申报725户次，撤销申报639户次，大
大提升了企业申报的准确率，降低了
企业的涉税风险。

退税找上门 政策送到家
天津税务用心服务“走出去”“引进来”企业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75期3D开奖公告

0 2 0
天津投注总额：77277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39注
424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18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407063311 02 08

全国投注总额：374309728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注
173注
1730注
81876注

1455172注
16962851注

7499223元
9028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910541782元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10月15日0时至24时，

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9例本土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无症
状感染者。

疫情
快报

10月15日0时至24时

新增9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