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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少先队名师工作室开展示
范性主题中队会课

汉沽街道从实处发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小事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最是
“微处”见真情
真情

时报讯（记者 陈宝麟）9 月 13 日，滨海新区
少先队名师工作室在塘沽工农村小学进行了一
堂“ 请 党 放 心 强 国 有 我 ”示 范 性 主 题 中 队 会
课，
探索滨城名师工作室示范模式，
助力滨城“双
减”
落地落实。
本次示范性主题中队会课在塘沽工农村小
学四一中队进行，队会课上，队员们重温了庆祝
建党 100 周年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
集体致献词的视频，分享了奥运冠军的故事，通
过互动问答，
分享自己的理想愿望。同时结合学
校开展的特色教学内容，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
社团活动，
争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
少先队员。最后，大家用绘画和写卡片的形式，
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美好祝愿。本节示范课还将
进行录制，
并提供给其他名师工作室的成员校进
行观摩和研讨，
发挥带动作用。

■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帮扶老人

防疫安全不打烊
在宣传和巡查滨河路市场的过程中，
滨河家园社区的专职网格员们耐心地提
醒商贩和群众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
在社
区工作人员有其它工作要完成时，
专职网
格员及时补位重要卡口，
紧盯查验“双码”
和测量体温。按照街道办的防疫要求，
网
格员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在滨河路菜市场、
创新家具广场、顺丰速递等辖区内商户粘
贴一米线，向前来购物、寄快递等群众宣
传防疫知识，提醒大家摊位前不扎堆、超
市里不聚集、耐心排队不拥挤。

帮扶老人有温度
自 2021 年 1 月开启关爱特殊人群试
点工作后，汉沽街道网格中心加大力度

（上接第一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
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李素吩告诉记者，伴
随着医院“互联网+”工作的不断升级发
展，现在，网络开药送药服务已经由最初
的送至全区拓展到送至全国，可以为更
多的患者带来便捷。

随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深入开展，汉沽街道坚持把群众需求
作为工作重点，从实处发力、向深处扎
根。其中，网格员作为服务群众的第一
“窗口”，更是把群众满意作为自己的工
作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微事小
事实事，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到
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
开展相关工作，各位专职网格员纷纷响
应。田华里社区的专职网格员吕萍，在
此之前就已关注到了一位孤寡老人，在
两年时间里进行针对性帮扶。韩自寿老
人今年已经 87 岁了，无儿无女的他腿脚
还 有 些 不 利 索 ，日 常 生 活 存 在 诸 多 不
便。自 2019 年 9 月入职起，吕萍就关注
到了这位老人的窘境，在此之后，她便常
常主动帮老人取养老金、拿快递、完成安
心养老刷脸……从老人的生活琐碎小事
到重要经济保障，无一不涉及，常年坚持
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的不便。

服务村民

网格员查验
“双码
双码”
”

下坞村的专职网格员入户巡查的过
程中，有多名下坞村村民向专职网格员
反映：在 2020 年年底，有两名保险公司
的工作人员通过下户的方式来到各个村
民家里收取了燃气保险费，但村民们缴
费以后却迟迟没有收到保单，这让村民
们纷纷开始恐慌，一时间以为大家都遇
到了诈骗行为。专职网格员通过村民王
春福提供的收据上的信息，第一时间电
话联系了收据上显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

员，该工作人员表示：保单是以电子保单
的形式发送给村民们，村民们如有需要
可以自行打印纸质版，但是村里的老人
居多，电子设备也多为“老年机”，未能发
现电子保单，所以村民们误以为遇到了
诈骗，产生了误会。通过专职网格员与
保险公司人员多方面的沟通后，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将所有缴费村民的纸质保单
整理完毕送到了村委会，专职网格员在
第一时间就将保单对应送到了村民们的
手上，让交了燃气保险费的各位村民们
心里彻底踏实。

村民投保解顾虑

智慧医疗让滨城百姓告别
“看病难”

断。
“我在私企上班，
请假挺难的。去医院
看 病 想 约 个 专 家 主 任 还 不 一定能 预约
到。现在他们都为我办好了预约，
确实挺
方便的。
”
边俊义兴奋地说。
和边俊义一样，
新港街海静里居民陈
不出远门就看医生 专家联网问诊病人
安利也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
家住滨海新区大港的边俊义最近总
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诊疗服务。陈安利是
感觉胸闷气短，
就来到家门口的大港怀仁
一位慢性病患者，
他与新港社区卫生服务
综合门诊部。这里的医护人员为他做了
中心签约了家庭责任医生。在了解到他连
一系列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续黑便且感觉胃疼的情况后，
他的家庭责
为了稳妥起见，
医生建议他去泰达国际心
任医生王晓颖建议他与五中心医院进行
血管病医院进行诊治，但想到工作与路
远程会诊。五中心医院收到申请后非常
途，
边俊义感到非常为难。正在他犹豫之
重视，在详细了解病人的病史后，立刻安
时，大港怀仁综合门诊部的医生告诉他， 排了心内科、血管外科、消化科的主任医
门诊部与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签署了
师进行远程会诊。经会诊，
专家们发现患
合约，那里的专家可以为他进行远程诊
者病情严重，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当天医

开发上线手机APP，
实现患者在诊前、
诊中、
诊后的全流程智慧医疗服务；
进一步完善了
院便迅速安排，为陈安利做了胃镜，查出
医院的智能叫号系统；
实现了电话、
一卡通、
四个出血点，
并及时采取措施止血。
手机APP、
网上和诊间预约等多种方式预约
挂号。2021 年 9 月，新区又有 24 家医疗机
从无到有全面开花 门诊住院网络办理
构的智慧门诊系统上线运行，
覆盖了大部
2018 年 7 月，
国家正式发布了《互联网
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现区属所有二
医院管理办法》
《互联网诊疗办法》
《互联
级及以上医院智慧门诊上线运行。
网远程服务》三个试点文件，大力宣传和
2021 年年初，
新区还完成了天津市第
鼓励互联网医疗的兴建，
让更多更好的医
五中心医院、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智慧住
疗资源能够通过互联网下沉到基层。滨
院试点建设，
为患者住院期间提供医疗服
海新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从 2018 年至今
务和健康管理服务，
覆盖住院区域的各类
年 8 月底，全区已完成 15 家二、三级医疗
自助设备，
具备患者身份识别、
入院办理、
缴
机构的智慧门诊建设，通过在医院内部署
费、
查询，以及医学影像资料、费用明细打
大量的自助设备，
患者可以通过自助机系统
印等功能，
能为患者提供入院办理、缴费、
进行挂号、
缴费、
预约、
预约取号、
充值等常
信息查询，
以及每日缴费清单、
医学影像资
用就医流程；
完善了门诊检验报告自助打印
料打印等自助服务。目前，
泰达医院智慧
功能，
增加了放射胶片和报告自助打印机； 住院系统正在建设中，
预计年底上线运行。

天津新松机器人闪耀世界机器人大会
（上接第一版）红色的机身，灵活的手臂，这
是天津新松展出的另一套机器人智能焊接系
统——火弧焊接工程师系统，是天津新松针对
弧焊领域定制开发的最新产品。该系统以企业
自主研发的 T 系列工业机器人为主体，搭载新型
SR-IWC 智能焊接控制系统，融合数字化焊接
设备，采用一体化集成设计，面对复杂多变的应
用环境具有强大适应力，
在胜任规模化生产任务
的同时也可进行小批量、定制化生产。

中奥智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泰达揭牌
（上接第一版）
“在电梯检测市场化这一全新领
域，中奥智慧公司业务能力高度成熟，不仅拥有
实现高效服务的精英检测团队，
同时配备了先进
的检测设备、智能检测系统及领先业界的软硬件
设施，
此外还拓展出电梯咨询、电梯安全管家、电
梯安全评估等电梯全方位服务。”中奥智慧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财金通保理天津经开区完成增资
（上接第一版）截至 2021 年 7 月，财金通保理已累
计为 58 家企业办理保理业务 82 笔，累计发放金
额达到 15.74 亿元，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在为中
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同时，也成为
了国有企业依托商业保理实现保值增值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