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日 星期四
责编：蒋全兴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80期3D开奖公告

1 2 8
天津投注总额：50771250771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40注
53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0 2908 150406 03+01

第2021035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1注
12注
278注
463注
7343注
8194注
74909注

901914元
10737元
926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499356元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为迎接建党
100周年，用美术作品描绘展现党的奋
斗历程和光辉成就，推动工笔画艺术繁
荣发展，3月31日，由中国美协、市委宣
传部主办的“品真格物”——第二届全国
青年工笔画作品展在天津现代美术馆开
幕。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
共同为展览启幕并参观展览。
本次作品展自去年5月征稿以来，

全国青年画家积极响应，踊跃参加。经
过评选，共有166件作品入展。这些作
品刻画人民幸福生活，展现时代精神风
貌，描绘祖国锦绣河山，表达出广大青年

美术工作者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情
怀，以丰厚的艺术成果为庆祝党的百年
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我市工笔画创作历史悠久、实力雄

厚，坚持举办全国青年工笔画展，为广大
青年美术工作者创造了学习交流的机会
和展露才华的舞台。此次展览我市有8件
作品入选，进一步彰显了近年来全市美术
事业的繁荣发展。青年画家们纷纷表示，
将以此次参加作品展为契机，扎根火热生
活，坚守艺术理想，继承传统，勇于创新，
用丹青画笔奋力描绘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展览由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天

津画院承办，将持续到5月5日。

“品真格物”——第二届全国青年工笔画作品展在津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上午9
时34分，天津第一本不动产电子证照
在滨海高新区颁发，标志着我市不动
产登记迈入电子证照时代。即日起，
我市新发生的不动产登记全部实现证
书电子化，在全市各个政务服务领域
不动产电子证照可实现完全替代纸质
证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进一步促
进营商环境优化。
市民韩云洋前阵子买了一套

150平方米的新房，昨天一大早他来
到滨海高新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办
理不动产权证。令他意想不到的
是，不动产证的办理手续方便快捷，
自己还拿到了我市首张不动产权电
子证书。
在第25号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

窗口，记者看到，韩云洋在工作人员指
导下，用手机扫描“津心登”App，查

看了自己的不动产权电子证书。“又快
又方便，以后出门办事再也不用带纸
质房产证了，拿上手机就行。”他一边
说，一边向记者展示电子证照的内容，
在登记信息页面上，除了不动产的位
置、面积等详细信息，还有电子证书的
二维码，相关部门可通过扫描该二维
码查验不动产的权利信息。

据了解，不动产电子证照，包括
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权证明，与纸
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核验有
效的不动产电子证照可以在房屋交
易、抵押融资、子女入学、企业开办等

方面使用，极大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从市规划资源局了解到，今后凡是
新办理的不动产登记，均可通过“津心
登”手机App，经实名认证注册后，进
入App查询模块，直接获取不动产电
子证照。已获取不动产电子证照的企
业、群众，可不必再申领纸质证书。相
比传统的纸质证照，不动产电子证照具
有办理更高效、使用更安全、保管携带
更便捷等特点，不动产登记实现电子证
照，大大节省了登记成本，压缩了办理
时限，助力了不动产登记提速增效，也
让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不动产登记服

务的速度和温度。
市规划资源局总经济师岳玉贵接受

采访时表示，不动产电子证照是“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市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的具体体现。今后，我
市各部门均可通过共享不动产电子证照
的方式，来替代查验纸质不动产权属证
书环节，打破部门、行业间在不动产登记
方面的“信息孤岛”，方便企业和群众办
事。目前，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已与电
力部门通过信息共享，实现房产过户的
同时即联动办理电力过户，购房者无需
再到电力部门办理手续。今年上半年，
我市水、气、热等公用管理部门也将逐步
申请共享不动产电子证照等不动产登记
数据，届时可同步实现房产过户与水、
气、热过户联动办理，真正实现让信息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我市颁发首张不动产电子证照
新发生不动产登记全部实现证书电子化 可完全替代纸质证书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为迎接建党
10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发
现》杂志日前推出专刊——在中医药创新
事业上卓有成效的“大国医者”100人，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人民英雄”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屠呦呦、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和王
琦、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北京
中医药大学博导王林元等上榜，我市张伯
礼和康奇（天津）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宋飞“榜”上有名。
作为我市高科技创新项目“甘草多

糖”发明人，宋飞从甘草中提纯出高达
98%以上的甘草多糖，并确定了甘草多

糖的分子结构和分子式，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业界认为，甘草多糖研究开发思
路以及提取制备工艺，与青蒿素有着异
曲同工之处，为我国中医药创新提供了
一种全新模式。宋飞在2001年研制成
功以甘草多糖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康奇胶
囊，2006年其主持研发的创新新药“甘
草多糖胶囊”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新药临床批件，目前已完成了Ⅲ期临床
实验。目前，宋飞领军的课题组正在承
担科技部重大科技支撑项目“甘草全产
业链技术升级及产品开发”的专项课题
研究，年内还将进行甘草多糖对非小细
胞肺癌的药学、药效学研究。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3月31日，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和单
位联合主办的2020年度学雷锋志愿服
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推选活动正式
揭晓，共产生100名最美志愿者、100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
服务项目和 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其中，天津市10个先进典型榜上
有名。（附名单）
天津市入选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名单
一、最美志愿者（2个）
杨增寿 河东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第二休养所宣讲团队员
马芳菲 红桥区芥园街隆春里老伙

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二、最佳志愿服务组织（3个）
天津市“红烛”禁毒志愿宣传队
宝坻区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健康城市”天津医科大学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
三、最佳志愿服务项目（2个）
蓟州区“电力红马甲 山路带货人”

乡村助农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武清区“好记者讲好故事”志愿宣讲

项目
四、最美志愿服务社区（3个）
宝坻区宝平街道宝平景苑社区
津南区双新街道万盈家园社区
南开区万兴街道金融街社区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市
财政局与市国资委、市人社局等单
位密切配合，对我市符合条件的84
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和金
融机构全部下达划转通知，划转其
国有股权的 10%用于充实社保基
金，划转国有资本对应享有的所有
者权益741.4亿元，现已基本完成划
转工作。
为保证划转工作按时高质量完

成，市财政局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强化制度保障，加强政策指导。对
40余家市级行政事业单位、16个区
及30余家市管企业进行业务培训，
指导各地区各部门精准开展工作。
同时，及时解决难点问题，明确国企
混改、兼并重组、增资扩股等情形下
的划转路径。另悉，市财政报请市
政府批准同意，确定天津中联置业
有限公司作为全市划转股权的承接
主体，相关划转企业完成国有股权
变更登记后，由承接主体对全市范
围内划转的国有股权进行专户管
理，集中持有，单独核算，并接受考
核和监督。

本报讯（记者张清）“分分钟就完成
了网上立案，真心为天津二中院的办事
效率点赞。”3月25日下午，香港特区居
民汤先生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小程序
完成了跨区域网上立案和视频代理见
证，全程仅用了5分钟。这是我市完成
的首例香港特区居民网上立案。
今年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
服务若干规定》，为包括外国人及港澳特
区和台湾地区居民在内的当事人提供跨
区域网上立案与视频代理见证服务。
汤先生成为天津开展跨区域网上立

案以来，第一位受益的香港特区居民。

在邮寄了相关立案材料后，3月23日，
汤先生通过网络向天津二中院提交了跨
区域网上立案申请。“跨区域网上立案服
务实施后，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经济成
本，方便了不少。”天津二中院告申庭党
支部书记刘秀玲说，立案工作人员通过
“中国移动微法院”小程序中的天津移动
微法院“代理见证”板块，就可为案件发
起视频代理见证。
进入天津移动微法院，输入专属会

议码，加入由法官发起的视频会议……
全程录音、录像留痕。3月25日下午，
汤先生在香港家中仅用5分钟就顺利完
成了相关手续。

中国科协《发现》杂志推出专刊

我市张伯礼、宋飞“上榜”建党百年“大国医者”

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名单揭晓

天津10个先进典型榜上有名

我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基本完成

跨区域网上立案香港特区居民受益
本报讯（记者 王音）截至3月31

日，西青区完成了现有133个行政村、
128个社区的“两委”换届工作。共选
举出村“两委”成员704人，其中党组
织成员602人，村委会成员461人，交
叉任职359人。共选举社区“两委”成
员809人，其中专职成员548人，义务
制成员261人，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
证书人数501人，占61.9%。通过此
次换届，村、社区“两委”班子年龄、性
别、知识结构、党员占比等各项指标均
符合市委要求，且明显优于上届，真正
实现了村、社区“两委”应换尽换
100%，高质量“一肩挑”100%和学历
年龄结构“一升一降”的目标，“两委”
班子结构更加趋于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

从村“两委”班子看，平均年龄
41.1岁，较上届降低3.9岁；35岁及以
下班子成员255人，占36.2%，较上届
增加12.9个百分点；女性委员225人，
占32%，较上届增加7.4个百分点；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497人，占70.6%，
较上届增加 5个百分点。133名村
“一肩挑”，平均年龄41.8岁，较上届
降低8.2岁；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61人，占45.9%，较上届增加26.6个
百分点；女性22人，较上届增加14
人。从社区“两委”班子看，平均年龄
40岁，35岁及以下444名，占54.9%；
大专及以上学历 689人，占 85.2%。
128名社区“一肩挑”，平均年龄 36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126人，35岁及
以下80人，占62.5%；36岁至54岁42
人，占 32.8%；55 岁及以上 6人，占
4.7%，基本实现了基层组织带头人队
伍老中青的梯次结构配备。

村“两委”成员连选连任率达到
67.9%，其中“一肩挑”连选连任率达
60.9%。4名本乡本土大学生高票当
选“一肩挑”，39名农村专职党务工作
者当选“一肩挑”，93名农村专职党务
工作者通过选举进入村“两委”班子。

又讯（记者王音）截至3月31日，
北辰区121个村、153个社区“两委”
圆满完成换届。此次换届工作实现9
个 100%目标：即 100%按期换届；
100%实现村（居）党组织书记、村

（居）委会主任“一肩挑”；100%换届
选举一次成功；100%村实现高参选
率、高得票率；100%把“双好双强”的
人选上来；100%村“两委”中至少有
一名女性，村委会中女性比例达
31%；100%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进班
子，其中党务工作者“一肩挑”比例达
41.3%；100%实现“两委”高交叉，交
叉比例达62.2%；100%实现学历、年
龄“一升一降”目标。
北辰区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

始终。区委从去年3月初开始，组织
精干力量，做到调研摸底、风险研判、
专项整治、人选培育、深度宣传“五个
先行”。区委书记、常委组织部长等区
领导带头包镇走村，每周至少一次深
入基层现场办公。区换届办和相关部
门做到选情研判、夜访夜谈、现场督
战、应急处置“四必到”。6个区委督
导组和15个驻重点难点村工作组，采
取随机调研、明察暗访等形式，对关键
环节、重点任务督导督查。9镇8街党

（工）委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北辰区坚持“线下+线上”抓宣

传。组织机关干部、农村专职党务工
作者、党员志愿者等入户，全区累计走
访群众52余万人次，帮助解决各类生
活难题1.2万余件。
坚持实干实绩导向，采取民主测、

实绩考、综合评等形式，对“两委”班子
成员任职期间表现进行考核，对表现
优秀的198名村、社区“一肩挑”予以
留任。综合考察人选在疫情防控、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保障改善民生等工
作中的表现，将125名优秀分子吸收
进“两委”班子。面向基层党员干部群
众广发“英雄帖”，将158名大学毕业
生、退役军人、外出经商人员吸收进
“两委”班子。坚持把农村专职党务工
作者当区管干部，率先实施“孵化”培
养行动。通过搭建“组织出题、人选答
题”“头雁选拔赛”“业绩擂台赛”等比
选平台，50名党务工作者成为“一肩
挑”人选。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截至3月31
日，河东区168个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圆满完成，“一肩挑”意向人选全部顺
利高票当选。社区“一肩挑”人选平均
年龄38岁，比上次换届时年轻3岁。
此次换届工作中，河东区始终坚

持“三个三”的工作做法，取得良好成
效。坚持“三个到位”，即坚持组织领
导到位，成立区、街换届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下设9个工作组，形成上下贯
通的工作格局；坚持安排部署到位，区
委书记主持召开部署会，印发换届方
案、《换届实操指导手册》、时间轴等材
料；坚持宣传教育到位，全区累计入户
宣传10万余户，悬挂横幅展牌 568
块。开展“换届纪律我承诺”活动，街
道包保领导与社区新老班子成员谈心
谈话实现全覆盖。
牢牢把好“三关”：严把政治关，对

照“九不能”“五不宜”情形做好街道预
审、市区两级联审，共联审2468名提
名人选；严把资格关，落实学历年龄
“一升一降”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一
肩挑”130名，占77.38%，比上届提高

24个百分点；平均年龄38岁，比上届
降低3岁；严把结构关。“两委”专职委
员比例达到71.4%，男性“一肩挑”比
例为 22.62%，比上届提高 5个百分
点，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

做好“三个保障”：做好疫情防控
保障。制定《会议期间防疫方案》，每
个会场至少2名社区医务人员全程列
席；做好维稳综治保障，组织1130名
公安干警入驻社区，超前摸排化解风
险点17个，做好重点人的谈话教育疏
导；做好信访接待保障。每天通过
“信、访、网、电”等渠道收集处理群众
反映问题，妥善办结2件涉及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的信访件。

又讯（记者 宋德松）截至3月31
日，河北区118个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圆满完成，“一肩挑”意向人选全部
顺利高票当选。社区“一肩挑”人选平
均年龄36.7岁，比上届降低1.3岁。大

学专科及以上学历117名，占99.2%。
河北区坚持把换届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落实三项调度制度。
建立例会制度和沟通协调机制，每月
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每旬召开职能组
会议和每周召开各街道调度会，掌握
工作进度，推动工作开展；落实包联督
导机制，建立三级包联制度，区级领导
包联街道、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包联社
区、街道科室及干部分片包干，实地督
导换届工作。成立五个督导组，采取
巡回指导、抽查暗访、蹲点调研等方
式，及时了解掌握和检查进展情况，提
出工作建议；积极防范潜在风险。坚
持把“稳定”二字贯穿换届始终。推动
街道社区对隐患进行反复排查、对预
案反复完善，建立动态风险点台账，着
力守住政策、维稳、纪律“三条底线”。
换届有条不紊，离不开大力宣传、

专业培训和细节的把控。全区各街道

通过网格入户叙、横幅广泛传、大屏滚
动播、告知信细说、微信群转发等线上
线下平台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换
届政策、程序、纪律、人选要求等，将宣
传触角延伸到户，提升群众知晓率、参
与率，营造浓厚选举氛围；为提高工作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每日召开调度
会，听取进度，明晰做法；紧盯节点，在
前期准备、部署启动、确定人选、选民
登记、居民代表选举、考察联审、张贴
公告、大会选举等各阶段开展专项培
训，确保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
果有效；把控细节到位。采取召开座
谈会集体谈、面对面个别谈等方式，大
力引导社区干部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做深做细思想工作。选举大会前，统
一规范会议议程、统一设置功能区域、
统一张挂标志标识，定人定位定责，做
到关键要素一项不漏，应有环节一个
不少，庄重严肃氛围，规范组织投票。

村、社区“两委”换届

河东区河北区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西青区北辰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日前，2021年南开区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在中营小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学生分别参加了包饺子、包书皮、包
粽子、缝纽扣、洗手绢、擦玻璃、冷菜拼盘等多项劳动技能比赛，进一步提升了动手能力，培养热爱劳动的良好品格。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市领导会见南开大学客人

本报讯（记者王睿）昨日，滨海新区与
南开大学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优势学科共建、人才智力引进、科技
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提升学校与滨海新
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新
区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按照协议，双方将持续推进南开大学

泰达学院、软件学院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
将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泰达学院打造成为
深化新时代教育体制改革的创新载体，以
及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推动国际化办
学的示范窗口。同时，双方将合作建好国
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和中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滨海

新区深化与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医学院和药学院等合作，联合培养创
新型人才，将联合研究院打造成为南开大
学校外实验中心和实践基地。
滨海新区还将与南开大学共建天津

市互联网新经济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生
物医药与精细化工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实现校企之间、校区之间、企业之间深度
互动，开展互联网领域相关合作，促进创
新链、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资本链
“五链融合”，加快集聚一批高水平创新
创业人才，布局一批产业链协作项目，形
成一批产学研用新成果，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 王睿 孟兴）昨日，市
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会
见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一行。双

方就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拓展新合作
领域，打造校区合作典范，进行了深入
交流。

滨海新区“联姻”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