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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首个
“国际茶日”津门清茗飘香

关注小站稻

国家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第 290 号公告

小站稻成为地理标志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市农
业主管部门传来好消息：日前农业农村
部发布第 290 号公告，天津小站稻农产

品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被正式
列入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行列。
天津小站稻是我国著名的优质水稻之

一，以其色香味俱佳的特点而驰名中外，
外
在感官特征为米粒饱满，
均匀一致，
半透明，
无异常色泽和气味，长宽比≤2.2。米饭富

在稻田放入河蟹苗、
鱼虾苗等开展立体养殖

旱田变水田 小站稻扩种至 80 万亩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眼下正式进入小站稻插秧季，全市
10 个涉农区都在忙着扩种小站稻。今
年全市小站稻扩种到 80 万亩，不少村庄
纷纷把旱田改为水田，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
增加农户收入。
连日来，
在东丽区华明街永和村稻田，
这里每天出动 4 台大型插秧机，
机声隆隆
地忙着在水田里插秧作业，
只见一行行秧
苗被笔直地栽种在稻田里，
一片新绿……
水稻承包种植大户刘和义望着插秧

的稻田，满脸欢喜。今年他承包了 1600 多
亩耕地，去冬今春，他组织人力挖沟挑渠、
铺设涵管、旱田改水田，
一次性拿出了近百
万元投资。
刘和义为啥如此不惜血本？
原因是最近两年，天津优质小站稻特
受市场欢迎，售价比普通粮食品种高，
经济
效益好，让老刘充满信心。另外，
各级政府
对种优质小站稻积极扶持帮助，更让他吃
了定心丸，心里非常踏实。
跟刘和义一样，村民张宝秋也承包了
400 亩旱田，全面改种小站稻。

要 想 种 好 小 站 稻 ，干 净 的 水 从 何
而来？
永和村地处东丽区东北部，北靠金钟
河、永定新河，
南靠塘沽北塘排污河。过去
因为环保不得力，从上游来的河水污染严
重，根本不能浇灌农田。
“最近几年，
经过政
府部门积极治理，周边河道的水逐渐变得
清澈干净起来，现在完全可以用来浇灌稻
田了。改善生态环境，特别造福我们农
户！”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韩贵歧笑
容满面地说。
为帮助承包大户种好小站稻，东丽区、

有光泽，
具有
“香、黏、弹、筋、甜”
的特点，
冷
饭不回生。内在品质指标：垩白度≤1.0%；
直链淀粉含量16%—20%；
蛋白质≤7.5%。

街、
村全力支持，
提供优质稻种，
并联系在宝
坻等地进行工厂化基质育秧，
确保了秧苗质
量；
农技人员深入稻田进行指导，并提前联
系好插秧机，
抢抓当前农时，
适时插好秧苗。
韩贵歧说，过去由于种旱田，
村里的耕
地承包费较低，承包户收益也不高；
现在改
为水田种小站稻后，因为看好小站稻的良
好效益，承包费提高了，
村民们也受益了。
区 农 机 服 务 中 心 徐 罡 说 ，由 于 大 面
积连片种植小站稻，为机械化生产创造
了条件，永和村 2000 多亩小站稻不但全
部实施机器插秧，金秋收获时节还将全
部用收割机收获，不但快速，而且还大大
降低了人力成本，从而降低了小站稻的
生产支出。
“我们今年还将在稻田里开展立体养
殖，放入河蟹苗、鱼虾苗等，不打农药，
生产
绿色优质小站稻和绿色优质水产品，一田
两用、一水双收。”
刘和义笑着说。

本报讯（记者 何会文 摄影 刘玉祥 通讯员 刁承军 ）在 5 月 21
日首个“国际茶日”来临之际，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天津珠江铭都茶
城、天津益农信息社平台共同举办
“国际茶日”
庆祝活动，现场推出
以茶为主题的茶宣传、茶体验、茶消费等多项活动。
2019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国际
茶日”。我市活动围绕“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这一主题，旨在推动
各地茶文化交流互鉴，促进茶产业协同发展。活动中，邀请品茶爱
好者向社会分享茶的益处、邀请电商平台开展名茶线上销售，充分
体现“创新、务实、专业、合作”的活动特色，实现“线上逛、云上
购”。通过开展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为茶农、茶企搭建创业营收
的平台，为各种茶组织及爱茶饮茶者提供文化传播、品茗分享的舞
台，积极营造茶界同庆茶日的浓厚氛围。

国内首台量产 3.5 吨氢燃料电池叉车发布

天津港保税区
打造全链条氢能产业集群

可通微信查询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渠道

本报讯（记者 孟兴）大客车、厢式货车、叉车……我国最新研
发的各类氢能燃料电池车辆近日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智能装备产
业园一字排开，一场氢能产业的应用推介会正在这里举行，全国氢
能产业领域的 40 余家企业参会。
会上，
保税区氢能产业促进联盟揭牌成立，
并正式发布《天津港
保税区氢能产业发展工作实施方案（2020—2022 年）
》，
由天津临港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的天津新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国内
首台 3.5 吨氢燃料电池叉车，
并进行了模拟工况动态及加氢展示，
还
与安瑞科（廊坊）能源装备集成有限公司、百世优货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保税区
初步形成了氢能产业从研发到生产再到终端市场应用的全产业链
闭环。
“这次签约后我们将会把部分中短途货运燃油车辆陆续替换
为氢能燃料电池车辆，
物流成本将节省近 30%。
”
百世物流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运营中心主管牛浩升告诉记者。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朱玉兵表示，
到 2022 年，
保税区将
建成加氢母站 1 座、
加氢站 6 座，
运营各类氢能燃料电池车辆不少于
800辆，
初步建成包括资源生产、
智能制造、
创新研发、
示范展示、
综合
配套五大区域的天津氢能产业示范园，
成为国内氢能产业一流园区。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市社保
中心了解到，为方便参保人员查询养老金
发放渠道，天津社保中心
“养老保险待遇发
放渠道”
查询系统正式上线。
我市自 2020 年 4 月起，对已领取企
业、机关事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人员，逐步推行社保卡领取养老金。参保
人员只需在“津社保”微信服务号或“天津
社会保险”
微信订阅号内，
点击
“智服务”
栏
目中的
“养老金渠道查询”
，点击进入
“养老
保险待遇发放渠道”
查询系统，
填写各项信
息后，点击“查询”。查询结果会显示当前
及历史（程序上线当月起）养老待遇发放渠
道的相关信息。

困难村劳动力
参加职业培训可领补贴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局日前
发布《关于做好困难村劳动力职业技能
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困难村劳动力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可领培训费补贴、生活
费补贴。
困难村未就业劳动力（含个人缴费、灵
活就业、自主创业人员）参加《市场紧缺职
业需求程度及补贴标准目录》
（以下简称
《目录》
）内职业和等级技能培训，取得相关
证书的，
不受紧缺程度限制，均按照《目录》
所示“培训补贴标准”的 120%给予培训机
构培训费补贴。
同时，
根据我市培训补贴管理办法，困
难村未就业劳动力每年可参加 3 次补贴职
业 技 能 培 训 ，每 年 可 申 领 1 次 生 活 费 补
贴。对同时属于
“就业困难人员”
、
“城乡低
保家庭成员”、
“农村两后生”的，不得重复
申领生活费补贴，由学员自主选择使用何
种身份申请补贴。
《通知》明确，困难村未就业劳动力职
业技能培训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先通过线上培训平台开展理论课程
培训，线下培训复课后再组织班期学员集
中开展线下实操课程培训，待全部培训课
程完成后，按流程发放培训费补贴和生活
费补贴。

遴选支持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

培训基地可获 500 万元资助
大师工作室资助 50 万元

天博走进餐厅

近日，
位于小白楼风情街一家餐厅悄悄
地实现了“华丽变身”，推出了我市第一家
“天博文化主题餐厅”，
荟萃众多天津博物馆

馆藏精品及画作，
以逼真的方式为顾客带来沉
浸式的体验，尽显文化主题餐厅的魅力。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天津大学建校 125 周年 将建云校庆平台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天津大学发
布建校 125 周年纪念活动公告。今年，该
校将以“家国情怀 天大担当”为主题开展
校庆纪念活动，重点打造一个主题活动，建
设一个云校庆平台。
校庆期间，学校将举办“爱国奋斗的
足迹”办学成果展，以主题展览的形式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大学爱国奋斗的
足迹，弘扬“爱国奉献”之天大风格；开展

“兴学之路”教育扶贫专项实践，建设 100
个北洋梦想教室，将“希望火种”撒向贫困
地区；还将开展“寻访筑梦天大人”全球接
力和“未来三十年”颠覆性创新创想论坛，
激励海内外“天大人”胸怀天大梦想、成就
天大事业。
校庆期间，天津大学还将打造云校庆
平台：推出“全景天大”，用 3D+VR 多维实
景打造沉浸式参观体验，贯通天津大学风

物故事、视觉、听觉等多种文化和感官元素，
使人身临其境参与校庆活动；建设时光记忆
博物馆，在线
“复刻”
老宿舍、食堂、教室、天南
街等“情感建筑”，将校友的回忆文章和校史
故事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嵌套在云上空
间，为“云回家”的海内外校友打造一场有温
度的视听盛宴。此外，天津大学校庆期间还
将举办
“学术天大、人文天大、情怀天大、美誉
天大”
等一系列科技文化活动。

我市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王睿）根据《应急管理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市应急管
理局在全市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旨在实现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检查督导全面覆
盖，检查督导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全面
挂牌督办整治，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建立
上下贯通、消地协同的危险化学品联合
监管机制。
此次检查范围面向大型石化基地、原
油储备库和重点石化企业等列入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名单的企业，重点检查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包括企业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各类安全系统运行
状态、危险化学品罐区装卸安全管理等内
容；
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包括
各类消防设备的完好有效情况，企业专职
消防队、工艺处置队建设以及应急联动演
练、灭火药剂储备情况；
同时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内容的推动情况，包括《危险化学品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规范
的落实效果。

我市首个国家级投教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渤海证券
投资者教育基地被中国证监会命名为“全
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
成为天津首
个国家级，填补了我市在该领域的空白。
渤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 2016 年
底建立，2017 年初开始运行，连续两年被
评为省级优秀投资者教育基地。
作为天津唯一一家地方国有法人券
商，渤海证券始终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去年组织全国分支机

构开展社区共建，建成 64 个“渤海证券·
社区投资者教育服务站”，持续开展投资
者教育保护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今年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渤海
证券充分发挥投教基地的公益窗口作用，
借助图片、动画、网络直播等形式，通过线
上渠道，宣传防疫科普知识、普及新《证券
法》，起到了稳定投资者情绪、提振市场信
心、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作用，彰显了金
融国企担当。

主体已封顶 预计今年底全部完工

生态城临海新城区域添小学和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王睿）作为中新天津生态
城今年的重点民生建设项目之一、也是临
海新城区域的重要基础配套，中福、中加地
块小学、幼儿园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
该项目主体已封顶，
预计今年底全部完工。
中福、
中加地块小学、幼儿园占地面积
2.4万平方米。该项目包括一所小学和一所

幼儿园。根据设计方案，
小学可容纳 36 个教
学班，
幼儿园可容纳 12 个教学单元，
学生总量
达2000 人，
投用后将更好地满足区域内适龄
儿童的入园入学需求，
进一步完善生态城教
育体系。据了解，
幼儿园还设有室外活动场
地和屋顶活动平台，
小学也将开辟大面积的开
放空间和多层屋顶平台，
作为课间活动场地。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 2020093期 3D开奖公告

1 2 4
天津投注总额：
38425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34注
177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 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19 12 06 21 16 01+ 04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947818891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每注奖金

5
8416563
92
232103
1462
3000
62512
200
1172655
10
10664440
5
3
4
1
5
3
3
1
1
8

全国投注总额：

元

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 12 时，我市推进环境保护突出
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1013 件。其中：滨
海新区 1909 件、和平区 319 件、河东区 650 件、河西区 616 件、南
开区 694 件、河北区 500 件、红桥区 282 件、东丽区 553 件、西青区
682 件、津南区 726 件、北辰区 782 件、武清区 681 件、宝坻区 757
件、宁河区 509 件、静海区 749 件、蓟州区 558 件、海河教育园区 31
件，市水务局 5 件、市城市管理委 6 件、市交通运输委 2 件、市国资
委 1 件、市生态环境局 1 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
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
《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
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
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每天 8：
00—18：
00
专门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 89 号邮政专用信箱

 


第 2020040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市人社局市财政局日前发布通知，遴选支持一批国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对通过审
核备案的培训基地项目，每个资助 500 万元；对通过审核备案的大
师工作室项目，每个资助 50 万元。
2020 年，拟支持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
“培训基地项目”
）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
“大师工作室项目”
）分别不超过 5 个。
培训基地项目遴选范围为：重点从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能力
的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公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大中型企业
技能培训中心以及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中遴选；继续支持已确
定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项目单位，
重点选择管理规范、
资金使用安全、培训能力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的项目单
位，支持其提升培训能力。
大师工作室项目遴选范围为：
在一线工作的历届
“中华技能大
奖”获得者、
“海河工匠”获得者中，未被确定建设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的高技能人才，优先纳入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范围；
天津市
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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