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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市医保
局、市财政局发布通知，做好基本医疗保
险医疗费用涉及意外伤害相关费用报销
工作。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通知明确，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
参保人员，在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待遇
期间，因突发的、外来的、非疾病的客观事
件导致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
按规定予以报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意
外伤害医疗费用，不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应当从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
的；在境外发生的。

在待遇衔接方面，参保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门诊或
住院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不再单独设置报

销待遇，统一按照我市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等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政策进行
梯次报销。

参保人员在本通知实施之前发生的
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由费用发生年度的承
保商业保险机构按保险责任给付；参保人
员在本通知实施之前因意外伤害致残或
身故申请保险金给付的，由意外伤害发生
时的承保商业保险机构予以给付。

为切实提升服务效能，通知规定，参
保人员发生意外伤害后凭医保电子凭证、
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等就医结算；
无法提供的，按照全额垫付方式执行。参
保人员因意外伤害在我市首次门（急）诊
或住院时，发生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按照
以下流程办理：
（一）登记。本人或代理人依据事故

发生时间、地点、原因等，如实填写“天津
市基本医疗保障意外伤害首诊报告卡”。
定点医疗机构将相关信息录入医保系统，
并根据临床症状结合患者主诉，对不涉及
第三方的意外伤害，予以办理联网直接结
算；对于涉及第三方责任的意外伤害，实
行全额垫付，垫付医疗费用明细上传医保
系统。
（二）审核。对涉及第三方责任的费

用，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城乡居民医保
服务中心依职责采取调阅病历、查阅公安
机关等有关部门事故认定书等形式，对意
外伤害情形审核后，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予
以报销。对已经实行联网直接结算的费
用，市医保结算中心按照一定比例抽查，
发现涉嫌第三方责任的，应采取调阅病
历、查阅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事故认定书

等形式并依据审核结果予以相应处理。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在外地治疗发生的

医疗费用，对不涉及第三方的意外伤害，由参
保人员按规定作出个人承诺后，按规定纳入
我市或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范围；对涉及第三
方责任的意外伤害，全额垫付后，由市医保基
金管理中心、城乡居民医保服务中心依职责
采取调阅病历、查阅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事
故认定书等形式，对意外伤害情形审核后，符
合条件的按规定予以报销。

经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认定参保人员
承担部分责任的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医保基
金按参保人员承担责任情况审核支付。对
于首次就医已经报销意外伤害费用的参保
人员，后续治疗、旧伤复发就医发生的医疗
费用，依据首次就医时的责任认定情况，实
行联网结算。

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报销有新规
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夏铁）
“现在的小区太漂亮了，我们特别满意。”
看着焕然一新的环境，居民王大爷高兴
地说。日前，由中铁十八局集团四公司
施工的滨海新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示范
小区——毓园小区全面竣工。天津滨海
建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滨海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涉及13个街道、83个小区、1740
栋楼、65087户居民，总建筑面积约476万
平方米。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月底完工。
毓园小区位于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始

建于1999年，均为6层板式砖混住宅，共有
住户666户，总人口约1400人，其中约三分
之二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半数以上居民
是教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园丁社区”。
改造前，小区公共活动空间缺失，健身器
材年久失修，房屋破损问题普遍存在，居
民生活品质整体不高。
“毓园小区改造总建筑面积约57648

平方米，涉及建筑外墙整修、屋面防水修

复、局部构件加固、楼道内墙地面修复、楼宇
门维修更换或增设对讲系统、小区道路雨污
水管线整修或新建、绿化提升、电气改造等。”
项目经理邓彬介绍。

经过建设者半年多的内外兼修，眼下的
毓园小区颜值大幅提升，老房子变得好看又
好住：雨污分离、屋面防水修复等解决了居民
的后顾之忧，精致靓丽的绿化环境、数百米长
的健身步道、设备齐全的“口袋公园”，让居民
实现了在家门口健身休闲的愿望，生活品质
得到切实提升，老旧小区绽放新活力。

内外兼修让老房子好看又好住
滨海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即将完工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22日上午，从
“广电惠军卡”专属服务暨“192，依旧爱”
中国广电5G温暖津城品牌关爱行动发布
会上获悉，中国广电天津公司与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联合推出“广电惠军卡”专属
服务，为广大退役军人提供包括“81”专属
号段、短信问候服务、大额套餐优惠、惠军
V网、5G视频通话、“老兵TV”定制内容平
台等专属福利，让广大退役军人体验5G
数字通信和高品质视听服务。同时，中国
广电天津公司的50个营业厅将挂牌成立
“退役军人服务驿站”，开通业务办理绿色
通道，“广电惠军卡”也将在天津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开启线上预约通

道，方便业务受理。
发布会上，作为“广电惠军卡”专属服

务的一部分，“老兵TV”智慧平台在滨海新
区上线，覆盖29个站点。这也是继西青区
之后，我市第二个完成平台建设、实现服
务落地的行政区域。

据了解，以“广电惠军卡”专属服务启
动为标志，“192，依旧爱”中国广电5G温
暖津城品牌关爱行动也拉开帷幕。针对
球迷群体，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启动“4K世
界杯来了”主题活动，推出“畅享4K世界
杯专属套餐”和“畅享4K世界杯专属到家
服务”；面向2020年以后出生的宝宝推出
“天津娃娃卡”定制产品，家人可以给孩子

选到生日纪念号码；面向银发一族，中国广
电天津公司联合今晚报、中老年时报打造
“依旧爱联名电话卡”，购卡用户可享充值返
现、大额购机抵用券、零门槛开卡送19.2元
话费等多项联名特权；面向广电新老“粉丝”
倾情推出广电优选宠粉团，基于“广电优选”
小程序向全市发起“1分钱抽iphone14”跟团
活动及食品、日用品大牌正品超值购服务；
面向青年学生启动中国广电5G校园市场拓
展实战赛，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市多所高校
的20支团队报名参赛。作为大赛主办单位，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将为各战队提供全程专
业技术指导，搭建交流平台，助力青年实现
创新创业梦想。

“广电惠军卡”专属服务昨推出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5G温暖津城品牌关爱行动同步启动

疫情快报

11月21日0时至24时

新增265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1月21日0
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265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感染者，1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264例为无症
状感染者。其中，95例为非管控人员筛查发现，170例为管控人
员筛查发现。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通讯员 郭文超）近日，中国地震局公
示了2022年度国家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认定评估结果，我市
北辰区秋怡中学、实验小学滨海学校、蓟州区同乐小学、和平区
昆明路小学4所学校入选。截至目前，天津已累计创建国家级
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15所、市级示范学校85所。

今年以来，我市以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和民族学校为重
点，策划举办了“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开展了捐赠一
套图书、举办一场讲座、举行一次演练、开展一次主题班会、培养
一名传播师“五个一”系列活动。

国家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我市新增4所 累计达1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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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2022中国国
际肉类与食品进出口展览会将于11月25日至27日在天津梅江
会展中心举办，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国内外食品全
产业链的特色商品与相关服务。

据了解，本届展览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中食展览展示（天
津）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展品类别包括生态食品、生鲜冷冻肉类、
特色生态农林产品、乳品、生鲜冷冻水产品、酒水和饮品、餐饮配
料、冷冻设备与食品机械等。展览会期间还将举办第八届中国
营养健康食品产业高峰论坛、高通胀下国际肉类生产贸易机遇
与风控高峰论坛、“大美青海·生态品牌”天津推介会暨签约仪式
等活动。

中国国际肉类与食品进出口

展览会25日至27日在津举办

“安全用药月”活动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以“安全用药 同心同行”为主
题的天津市2022年“安全用药月”启动仪式暨天津药品安全论
坛举办。
“安全用药月”是我市药品安全领域重要的品牌宣传活动，

为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推进社会共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启动仪
式上，天津药品监管领域丰硕成果展在线上发布，用引领、传承、
赓续、夯基、求索、厉兵、演阵、利剑、战役、为民十个板块全面展
示药品监管领域的丰硕成果。

在“安全用药月”期间，全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将组织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包括天津用药安全论坛、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
赛、“中国药师周”科普活动、“互联网+医药”服务及供应保障能
力研讨、药品安全“进乡村”等系列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权威、
精准、科学的安全用药科普服务。

本报讯（记者 韩雯）网上买来宠物，还
没来得及欢喜就陷入失去它的悲伤。对
于逝去的宠物，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昨日
市高院发布典型案例，提醒市民在购买宠
物时，要到正规的、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宠
物店购买，并且要签订书面协议，以便日
后维权时有据可依。

今年6月份，袁女士通过网络平台订
购了一只矮脚猫，并以微信的形式与卖家
约定价款6500元。当日，袁女士支付定金
1500元。没过几天，卖家向袁女士微信发
送了《定猫售后协议》，协议中记载：卖家
省内包7天猫瘟腹水，省外包3天猫瘟腹
水，出门起算。之后，袁女士支付尾款
5000元、运费750元、中介费288元，共计
6038元。

卖家将涉案猫咪以空运形式从广州
托运至天津机场。收到猫咪后，袁女士每

天向卖家反馈——猫咪腿瘸；猫咪体温
高，没精神，需要就医；猫咪没有胃口，便
血，需要就医；猫咪就医拍片后确诊腹腔
积液；猫咪死亡。

因喜爱而购买的猫咪最终却因病死
亡，愉悦变成悲伤。因猫咪死亡且就医产
生医疗费1023元，袁女士向东丽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卖家给付其合同款
7538元及同期银行利息至实际还清日止，
给付其损害赔偿金1023元，共计8561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通过网络买卖宠
物，卖家应当确保宠物健康，并按照法

律规定履行宠物检验检疫义务，而卖家
直至发货时都没有办理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买家购买宠物后，在合理期间宠
物确诊严重疾病，应根据卖家检验检疫
义务完成情况分配举证责任。卖家未
合理举证，应当承担向买家退款并赔偿
损失的责任；卖家事先通过拟定格式条
款的方式按照消费者所处地域不同设
置低于猫瘟腹水潜伏期的质保期，减轻
自己作为经营者的责任，限制了买家的
主要权利，未经充分释明及买家明示同
意，该格式条款应为无效。遂判决被告

返还原告货款、运输费、中介费、医疗费共
计8561元。

以案为鉴，法官表示：消费者在购买宠
物时，要到正规的、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宠物
店购买，并要求商家提供宠物检验检疫证
明。买卖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将宠物接
种疫苗情况、售后争议处理方式等内容写进
协议。如协议中出现类似霸王条款，应及时
指出并与商家协商修改，避免不必要的争
端。发生纠纷时，买家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反映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网购宠物死了 买卖双方谁担责？
法官提醒：正规渠道购买 签订书面协议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中新天津生态城商业研讨会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中新天津
生态城国际企业加速营”方案出炉，支持国际企业来天津生态
城投资兴业，并为其提供市场调研及市场拓展等，满足企业发
展需求。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华北区副司长叶青文说：“目
前，生态城在智慧和可持续领域具备产业发展优势及较强的
影响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将帮助更多新加坡企业了解生
态城，为参与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我们也会鼓励
更多企业加入进来。”生态城合资公司总裁张永昌表示，作为
生态城的主体开发商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中新两国多层次、
多元化互动，持续挖掘环保智能领域的最新实践成果，赋能生
态城打造生态之城、智慧之城、幸福之城。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际企业加速营”方案出炉

支持国际企业来津投资兴业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2年天津市
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座谈会上获悉，该项目自立项以来，共计
为我市残疾人装配假肢2485例。未来，市残联将着力培养一
批心系残疾人、服务残疾人的专业技术人才，推广一批高质量
的辅助器具，并加大推广“互联网+”辅助器具服务理念力度，
助力残疾人申请更便捷，工作人员审核更高效，装配服务达到
更高标准。

据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张颖介绍，高质量
假肢装配项目自2011年立项以来，始终坚持特惠与普惠相结
合，凡具有我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并有假肢装配需求的残疾
人，满足装配年限要求可享受假肢装配服务。每年根据实际
需求动态调整假肢装配类型，其中包括大腿假肢、小腿假肢、
髋离断假肢、膝离断假肢等种类。该中心服务人员不仅为残
疾人装配假肢，还帮助进行步态训练，助力残疾人站起来、走
出去。

在技术力量方面，该项目拥有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第
一名、全国十佳技师董斌为各类缺肢残疾人提供装配核心技
术服务。同时，不断完善各类辅助器具服务梯队，提前半年超
额完成今年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一——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辅助器具服务技能培训“全年培训2000人”的目标任务，目前
已培训2530名基层工作者，培训满意率达100%，真正使基层
残疾人工作者达到“三懂两会一掌握”，即懂分类、懂性能、懂
用途，会甄别、会使用，掌握筛查技能，扎实推进辅具适配工作
有力开展。

高质量假肢装配2485例

助残疾人更好“迈”向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天，天津海关
以线上发布会的形式介绍了国门生物安
全工作情况。今年以来，该关在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外防输入各项工作要求的同时，
严防进境动物疫病疫情、植物疫情和外来
物种入侵。此外，今年1月至10月共办理
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审批3378批次。

天津海关副关长谭绪良介绍，由于可
能含有生物安全风险，微生物、人体组织、
生物制品等特殊物品出入境需要采取严
格的检疫措施，天津海关推进分级分类监
管，加强生产、研发、运输、储存、经营全链
条管理，实现了跨部门、跨关区联合监
管。针对部分特殊物品低温保存且易失
效的特点，海关部门进一步优化检疫审批
流程，满足企业对通关时效的要求。

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疫
情多发，海关部门在做好优质种牛资源引
进的同时，对进出境动物及动物产品、携带
和邮寄物等实施动物疫病监测。今年1月
至10月，天津口岸共监测动物疫病36万余
项次，检出阳性样品154份，均按要求上报
和检疫处理。同时，天津海关优化了进境
动物检疫监管模式，将原先分散在8个隶属
海关的进境活动物检疫业务集中到宁河海
关，进一步提升进境动物检疫监管能力。

对于植物疫情和外来物种入侵的风
险，天津海关通过采取检疫审批、口岸检
疫、实验室鉴定、除害处理、后续监管、疫情
监测等措施，有效防范了松材线虫、红火
蚁、地中海实蝇、小麦矮腥黑穗病菌、番茄
褐色皱果病毒等植物疫情通过口岸传入。

严防外来物种入侵和

进境动植物疫病疫情
天津海关前10个月办理特殊
物品卫生检疫审批3378批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