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年1-5月，滨海新区完成跨境电商进出口申报订单1176万单，货
值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39%和9.74%

■ 市商务局已会同天津海关成立工作专班，并在天津港保税区和东疆
保税港区选取了首批试点企业，全力推动相关系统更新调试、试点企业注册
对接等准备工作

■ 滨海新区将重点从五个方面积极推动开展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
（B2B）出口监管试点工作，选取五六家试点企业

滨海新区 晴 32℃~23℃ 风力：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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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解“种菜”顽疾
“泰达样本”有温度

2 版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下发通知

明确，各地要在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本地区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基础

上，按程序将针对新冠病毒开展的核酸、抗体检

测项目和相关耗材纳入省级医保诊疗项目目录，

并同步确定支付条件。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这份《关

于配合做好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关

工作的通知》，是为了有序引导降低偏高的检测

费用，支持实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助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复市。

根据通知，各地要普遍开展公开挂网采购，

公立医疗机构应从所在省份的省级药品耗材集

中采购平台阳光采购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同时

鼓励省级和统筹地区医保部门积极探索开展新

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购，选择产品质量较高、

生产能力较强、供应稳定、诚信较好的企业，通过

竞争促进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通知明确，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原则

上应多家中选，保证供应的稳定性。有大规模人群

检测需求的地区，应优先开展集中采购。有条件

的地区积极开展集中带量采购。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张倩 单毅）记者昨日获悉，为

激活受疫情影响的消费需求，提升区域内市场活

跃度，6月下旬至7月底，滨海新区将推出“购滨

海·促销费”活动，分期发放电子消费券促进消费

回暖，消费券发放额度为2000万元。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商家打

折促销等方式，切实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促进

区域内社会消费增长。为持续推动商业领域复

商复市，提振新区消费市场，新区商务和投资促

进局组织新区各大商圈购物中心、超市推出了系

列促消费活动，金元宝“88减50活动”、华润万家

“消费补贴 万件商品五折起”、大港迎宾超市“换

购、满额送”等促销活动助力新区商业复苏。与

此同时，万达永利街夜市、贻成福地星光云海夜

市、永旺梦乐城“旺购”夜市先后复市，推出主体

多元的消费活动，加速新区商业升温。

目前，“泰划算”消费购物季、永旺梦乐城“疯

抢节”、金元宝年中大促等活动持续进行中，“购

滨海·促销费”活动也将进一步带动新区商业人

气、商气，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推出“购滨海·促销费”活动
新区将发放2000万元消费券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滨海新区红十字

会举办“2020 年滨海新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

活动”，8名志愿者顺利完成了血样采集工作。

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魏丽丽当天一早

就赶到活动现场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她告诉

记者，想到造血干细胞很可能帮助病患挽回生

命，她觉得自己的志愿行为非常有意义。

去年，市民刘晨阳因病做了一次手术，让她

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她通过红十字会了

解到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情，并积极主动加入

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希望自己能够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据悉，此次志愿捐献者的血样经过专业分析

检验后，相关资料会被录入到中华骨髓库的数据

库中。为进一步把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在滨海

新区做好做实，传递生命新希望，滨海新区红十

字会决定建立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长效机制，

建立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每月开启一次血

样采集活动。截至记者发稿时，滨海新区报名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达到4369人，已配型

成功 10 人；器官捐献累计报名 1544 人，今年登

记遗体捐献7人。

建立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
每月开启一次血样采集活动

新区将构建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长效机制

国家医保局：

各地应将核酸检测
等项目纳入医保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

告》，将增列“9710”（跨境电商 B2B 直接

出口）和“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

两个新的海关监管方式，开展跨境电商

企业对企业（B2B）出口监管试点，天津

成为首批十家试点城市之一，自7月1日

起施行。记者从商务部门获悉，此次试

点工作将在滨海新区选取首批试点企

业，新区也将重点从五个方面积极推进

试点工作。

“此次获批跨境电商B2B试点，弥补

了本市在跨境电商 B2B 方面的监管短

板，将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快速发展，加快

形成北方跨境电商产业高地。”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会同天津海关

成立工作专班，并在天津港保税区和东

疆保税港区选取了首批试点企业，全力

推动相关系统更新调试、试点企业注册

对接等准备工作，力争在7月1日实现全

国试点首单业务。

记者了解到，今年1-5月，天津口岸

跨境电商业务逆势增长，同比涨幅达到

14.43%，成为推动复工复产的新兴力

量。跨境电商业务量占全市八成以上的

滨海新区，今年 1-5 月完成跨境电商进

出口申报订单 1176 万单，货值 18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8.39%和 9.74%。此次海

关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工作试点落

地天津，也反映出海关总署对天津尤其

是滨海新区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高度

认可。 （下转第二版）

跨境电商B2B监管新模式7月1日起施行

本市首批试点企业“花落”滨海新区
■ 时报记者 单毅 赵贤钰 报道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6月20日，市

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先后

来到区卫健委、区疾控中心和区急救分

中心，看望慰问连续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卫

健系统干部职工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

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崇高敬意和

衷心感谢。

连茂君走进区卫健委和区疾控中心

各处室、物资储备室、实验室等处，与坚

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并通过应急指挥

系统与基层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连线，向

大家表示慰问。他说，疫情发生以来，新

区卫健系统干部职工和广大医务工作者

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切实担负起人民健

康卫士的光荣职责，“逆行”冲锋、英勇奋

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从早从严从快开

展流调、留观、诊疗、监测等各项工作，为

全区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

心理，进一步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

心，继续保持昂扬斗志，持之以恒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守护好全区人

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叮嘱大

家，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做好轮换休

息，确保自身安全，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他要求相关部门

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科学调配安排

工作，保证合理休息时间，全方位做好后勤

保障，切实让一线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

连茂君在滨海新区急救分中心，了

解院前急救指挥调度网络建设情况，强

调院前急救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

要进一步提升新区的医疗急救能力，为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区领导马波、梁春早参加。

前不久，顺昊细胞生物技术（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昊生物”）收

到来自湖北省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

部的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在奋力抗击

疫情的关键时刻，你们心系黄冈，雪中送

炭，及时向我们捐赠了疫情防控物资，对

你们的大爱之举，750万黄冈人民表示衷

心感谢。”据了解，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顺昊生物曾于2月22日和3

月2日分别向湖北十堰、黄冈、孝感捐赠了

干细胞制剂，在抢救危重症患者方面发

挥了作用。“国家有难，使命召唤，是命令，

也是责任。”顺昊生物董事长李相国说。

顺昊生物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积极作

为，是滨海新区企业积极“战疫”的缩

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滨海新区

企业坚定“四个自信”，纷纷发挥自身优

势，加班加点生产抗疫物资稳定市场供

应，运用高新技术支援抗疫，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

加班加点 生产抗疫物资

日前，由天津开发区西区企业天津

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泰达芯”

口罩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30万只医用

N95 口罩将助力德国防控疫情，彰显了

中国专业医用防护口罩的实力，这也是

该公司在满足国内市场供应的前提下迈

出拓展海外市场的步伐。为了保障口罩

滤材的生产和供应，该公司从春节前腊

月二十七开始全员取消休假，集中所有

力量保障口罩滤材生产线24小时流水作

业，全力满足下游口罩生产厂商需求，并

通过对旧设备进行技改检修，进一步提

升产能。在日产口罩滤材10吨的同时，

新增医用N95级口罩日产能4万只。

同样从大年初二开始加班加点应急

研发的还有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面对疫情，该公司负责人召回研发

技术人员成立应急专项小组，结合自身

科研条件，将多年研发成果和先进技术

相结合，以最快的速度研发出以“缓释二

氧化氯技术”为核心的“消毒除菌凝胶”，

为这场特殊战“疫”提供绿色、安全、长期

高效的消毒除菌产品。此外还有渤化集

团等单位每天生产50吨消毒液，供全市

使用。 （下转第二版）

连茂君看望慰问防控一线干部职工
■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

心，继续保持昂扬斗志，持之以恒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守护好全区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科学调配安排工作，保证合理休息时间，
全方位做好后勤保障，切实让一线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

坚定四个自信 滨海新区企业积极战疫
■ 时报记者 陈西艳 战旗 张文弟 单毅 报道

测温扫码进入场地、保持安全距

离，朗诵、歌舞等节目精彩上演……

昨天上午，由区文明办、区文旅局联

合新北街道共同举办的2020年滨海

新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

晓镇家园社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健

康防疫 情满端午”为主题，结合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在弘扬传统端午文

化的同时，传播健康知识和疫情防控

知识，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助

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我们包的粽子送给您！”“谢谢

小朋友！”活动现场，两名小学生为居

民代表送上亲手制作的粽子，表达节

日的问候。“收到粽子我特别高兴，我

觉得孩子们经过这些体验，更加能感

受到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的魅力，这

是一种传承。”居民代表王景兰说。

文/记者 钟晗 图/记者 贾磊

防疫过节防疫过节““两不误两不误””

泰达洁净泰达洁净NN9595口罩生产线口罩生产线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健康防疫 情满端午”主题活动举行

小学生观看剪纸作品，了解传统手工艺术

▲

小
学
生
为
居
民
代
表
送
上
粽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