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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作为北方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天
津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最大亮点之一，
就是融资租赁。东疆等自贸区核心区
的创新实践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我市共有总部法人租
赁公司1673家，资产总额超过1.18万
亿元。飞机、国际航运船舶、海工平台
租赁业务继续领跑全国，租赁跨境资
产占全国80%以上，持续保持全球第
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区的地位，并已成
为高端装备租赁的中心和基地。

我市对商业保理行业专业且高
效的监管，也有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截至今年4月末，天津商业保理效益
指标较2018年底大幅攀升，资产总额
2713亿元，增长79%；融资余额1346
亿元，增长106%；资产规模、业务规

模居于全国首位，已基本具备形成国内
行业高地的基础和条件。商业保理很
有可能成为继融资租赁之后，天津金融
创新的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在“线上银税
互动平台”先行先试取得阶段性进展
后，市金融局升级搭建了“津心融”平
台，运行不到半年，已有1万余家企业获
授信超 87亿元。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上的“津e融”，已累积为3500多户
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过1.7亿元。

令人欣慰的成果还着实不少：2020
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批37个案例中，天
津自贸试验区金融领域贡献了“融资租
赁+汽车出口”4个试点方案，已向全国
复制推广……

公开信息显示，近两年来我市金融
运行稳中回升，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金
融业税收占全市税收比重16.01%，金融
业增加值增速居主要行业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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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京赛”金奖得主惠民展演季落幕

展现国粹魅力回馈戏迷厚爱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宣传活动月启动

文物映耀百年征程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人民
的非遗 人民共享”年度主题，市文旅局动
员各级非遗保护部门，为项目发展与创新
搭建平台，引领非遗保护单位探索传统文
化的转化空间，组织开展了各类展览、演
出、培训、研讨和教学传习等活动，为市民
端午假期出游增添了新的亮点。

近距离感受非遗

昨天，由市艺研所（市非遗保护中心）
发起，围绕天津市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和非
遗工坊建设推出的实验性、示范性非遗活
动——“‘从手入心’非遗生活零距离艺术
家”在和悦汇商业街区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集合有技术细节和生
活仪式感的传统技艺、致力于融合生活美
学和当代艺术的策展人、优秀传统文化的
设计师、创新示范单位和传播平台，以文
化生活空间的形式，推动非遗项目品质升
级、品牌建设，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
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
的需要。

活动现场汇集了津派花丝镶嵌制作技
艺、曾氏津派盘扣技艺、传统工艺鸟笼制作
技艺、合真传统手工制香技艺、元祥鸿记茉
莉花茶窨制技艺、祥禾饽饽传统糕点制作
技艺等非遗项目，并配以中式插花艺术、中
国传统草木染等传统技艺，向观众展示非
遗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感受实用艺术
之美。

西青非遗“走出去”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市主会
场落户西青区，西青区文旅局推出《非遗·
天津西青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册》，以
中英文形式，详细、全面地介绍了西青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
项目2项、市级非遗项目10项、区级非遗
项目43项。日前，西青区还推出了一部非

遗展示MV作品《青彩非遗》，古风戏腔融
合西青区20余项非遗技艺，融入了杨柳青
年画故事、杨柳青民间传说，用中国风的歌
曲将这些传统技艺立体地展示出来。该
MV在西青区各景区点位循环播放，并通
过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

“非遗·影像”展示优秀项目

近日，由和平区文旅局主办，和平区
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活动在和平文化宫举行。活动中，和
平区首届“非遗·影像”展活动启动。此次
影像展集中展播和平区10部各类优秀非
遗影像，为了让更多社会公众关注非遗，
选取和平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场所及媒
体平台播放，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非遗宣传展示。随后举行的市级
代表性非遗项目太平歌词展演，是对近年
来太平歌词成果的一次汇报演出。这次
展演活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观赏性极佳
的非遗曲艺文化盛宴。

非遗新作传承红色基因

前日，由河西区文旅局主办，河西区文
化馆和河西区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河西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非遗作品特
展开幕。非遗文化爱好者和广大市民在一
件件反映我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作品前驻足
观看，追忆党史之光。

展览自征稿以来，得到了非遗传承
人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展览精选出
80件作品进行集中展出，囊括剪纸、面
塑、泥人、鼻烟壶、纸模、锔器、木雕、皮
具、盘扣、脸谱画、花丝镶嵌、邮票画、手
指画、杆秤、合香和石雕等。传承人围绕
展览主题，创作出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
船、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等优秀作品，
以及反映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军民融合
和科技发展内容的作品，立意深远，具有
很高的艺术水准，表达了大家对党和国
家的炽热情怀。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
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恰逢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市
非遗保护协会联手天塔湖风景
区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灯
光秀。
昨日20：00，风筝魏的风

筝制作技艺、杨柳青木版年画
制作技艺、老美华传统鞋手工
制作技艺、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制作技艺、益德成闻药制作技
艺；河东区的拦手门、红桥区
的回族重刀武术、武清区的李
氏太极拳、静海区的大六分村
登杆会、东丽区的无极拳以及
汉沽飞镲、挂甲寺庆音法鼓等
14个国家级非遗项目首次在
天塔塔体上向全市人民展示。
这种宣传天津非遗的全新

方式，将时尚的灯光秀与传统
文化内容相结合，形象地解读
了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和
底蕴，见证了天津在弘扬传统
文化之路上的成果。
接下来两天的端午假期

里，天塔还将举办“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灯
光秀。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日，天津京剧院
“青京赛”金奖得主惠民展演季在滨湖剧院上演女花脸刘嘉欣
专场。至此，一共12场的展演季圆满落幕。

天津京剧院于2019年首次推出“青京赛”金奖得主惠民
展演季，回馈戏迷观众厚爱的同时，也为演员们提供更多磨砺
和展示的机会。前不久，该院“青京赛”金奖得主再一次集中
亮相，生旦净丑悉数登台献演拿手剧目。昨天演出了由刘嘉
欣主演的裘派名剧《姚期》。刘嘉欣通过刻苦钻研，近些年技
艺日臻成熟，受到观众欢迎。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文旅
局、河北区人民政府主办，市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河北区文旅局、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天津市2021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暨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宣传活动月启动仪式在天津觉悟社纪念
馆举行。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
“文物映耀百年征程”，我市策划推出了一
系列主题活动，展现我市文物事业发展取
得的成就，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昨天的活动中，觉悟社旧址国保标

志正式揭牌。据介绍，我市有6处不可移

动文物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其中包括觉悟社旧址等3处革命文
物。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是
周恩来领导的天津爱国学生进步组织。天
津的进步青年经常聚集于此研究新思潮，
传播马克思主义。觉悟社的作用和影响在
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五四运动时期我国青年革命运动的一面
光辉旗帜。
保护好、利用好革命文物，需要全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作为今年我市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的“第一棒”，文

物保护短视频征集、追寻红色遗迹——我与
文化遗产同框、文化和自然遗产互动问答知
识竞赛三项线上活动率先展开，也得到了市
民的热情响应。记者还了解到，为推动文物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为文物维修
保护、开放利用、展示传播、社会教育、融合发
展等提供范例，日前，天津市文物局开展了我
市第一届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推介活动，
推介出8家优秀案例。
据悉，全市各文博单位以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主题宣传为开端，以“展示百年风华、传
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宣传活动月，让革命文物“活”起来，让红色文
化走进群众生活，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
力量。市文旅局（市文物局）将在公布第一批
革命文物名录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举办
“革命文物·红色传承”百项主题展览展示、
《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红色文物
故事百期有声海报、红色文创设计大赛、“津
城少年述红色遗址往事”等主题活动，完成平
津战役纪念馆、周邓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陈和
配套设施提升并重新开放，营造保护利用革
命文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浓
厚氛围。

各级非遗保护部门举办丰富活动迎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多彩非遗点亮端午假期
非遗主题
灯光秀

登天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在端午假期来临之

际，昨日，金孔雀室内乐团亮相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以一台“龙
腾虎跃”民族音乐会带领观众走进了中国民乐的艺术世界。

金孔雀室内乐团组建于2012年，由天津歌舞剧院民
族乐团各声部优秀青年演员组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乐
团不断在曲目中融入现代音乐元素，成功推出了《孔雀开
屏》《太行风情》等一系列原创作品和改编作品，曾获天津
市第六届民族器乐大赛组合类金奖。昨天亮相的金孔雀
室内乐团阵容齐整、乐器丰富，演员们以多元化的器乐组
合，演绎了合奏《龙腾虎跃》《丝绸之路》，扬琴独奏《龙船》，
笙独奏《西韵笙声》，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等经典曲目，展
现了中国民乐构建的丰富的唯美意境，也使观众于传统节
日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日，“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
众歌咏活动暨第三十五届和平纳凉晚会文化惠民活动，在张
园开幕。活动由和平区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办，和平区文
旅局、劝业场街办事处承办，市演出公司协办。

整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戏曲
《红灯记》，单弦《红色百年》，诗朗诵《共同的名称》等，以文艺
节目形式重温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顽强奋斗、不屈不挠
的革命历程。精彩的演出在炎炎夏日给市民带来艺术享受，
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践
行初心使命。

据悉，活动从6月持续到8月，近70场演出陆续在和平区
各社区上演。

唱响经典歌曲传承红色基因

“龙腾虎跃”演绎民乐之美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53期3D开奖公告

4 1 1
天津投注总额：53018053018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52注
117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上接第1版）于是选择回宝坻老家司家
庄村务农，这是她当时最直接、最朴素
的“下乡”初衷。在那里，她深感家乡的
落后，决心“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
民”，和家乡人民一起改变贫穷面貌。

司家庄村穷，年轻男子大多外出支
援建设，剩下的很多是老弱妇孺。在生
产队，邢燕子积极解放妇女劳动力，带
领农村妇女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
结网打鱼，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苇帘子，
三个月下来创造了3000多元的副业收
入。1959年，司家庄村出现粮食危机，
生产自救迫在眉睫。邢燕子又带领村
里的姑娘们用各种工具往水坑外提
水。几天后，坑里的水越来越少，竟然
打出了几百斤鱼虾。那一年，邢燕子19
岁，在乡亲们眼中，她已经成为了朴实
能干的大姑娘。她被安排到生产一线，
和乡亲们一起插秧苗、种高粱，带领姐
妹们组成了“燕子突击队”，不辞辛苦地
劳动。

1960 年冬，为了多开荒地、多打
粮，让乡亲们吃饱饭，邢燕子带领“燕
子突击队”的队员们一鼓作气开垦了
560亩荒地，准备来年开春种麦子。隆
冬时节，化肥疙瘩冻得像石头一样
硬。大伙儿合力将化肥疙瘩一个个轧
碎，在满是冰碴儿的地里大干 10 多
天，把 560 亩地轧了 8遍。种子播种
后，秋天多收获4万多公斤粮食，帮助
乡亲们度过灾荒。就是凭着这股“要
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邢燕子在那
个年代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
办农业”的青年典型。

当官“接地气”
挥不去的“知青情怀”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邢燕子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
员会委员。此后，又连续当选第十一
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上世纪80年代，邢燕子曾担任过不
同的领导职务。在北辰区一家知青农
场当党支部副书记时，她依然是劳动榜
样。上班时间，她挑着大桶撒肥，帮小
卖部售货员售货，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
时，哪里需要她，她就去哪里。在担任
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她查看了
大量文献资料，沿丰产河两岸逐个排查
排污口，完成了《天津北运河水污染问
题的报告》和《保护丰产河水免受污染
的报告》两个课题，为保护水质、防止污
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邢燕子还经常
看望基层单位女职工，特别关心农村妇
女，鼓励她们学习文化知识，创造美好
生活。退休后的邢燕子积极发挥着余
热，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热衷参与社会
活动，还自学书法、绘画，晚年生活过得
朴素而充实。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如今的邢燕
子已年过八旬，虽然说话的语速比年轻
时慢了，但聊起往事依然记忆清晰。在
她的房间里珍藏着很多珍贵的老照片、
旧报纸。每每有人来访，邢燕子都愿意
拿出这些资料边看边聊过去，仿佛打开

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尽管报纸、照片已
泛黄褪色，却依旧能从中感受到催人奋
进的力量，带给人无限的鼓舞和感动。

一辈子吃了很多苦，也经历过起起
落落，耄耋之年的邢燕子初心未改：“我
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听党话、感党
恩，永远跟党走。过去的苦换来今天的
甜，我们那代人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和
无悔的。”

（上接第1版）
同样坐落在北辰的弗兰德传动

系统有限公司，是工业减速机和风电
增速机研发生产领域的“龙头”。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子珅回忆，“尽
管去年年初受到了疫情影响，但随着
新基建的加速，去年3月开始订单大
幅增长，全年实现产值54.5亿元，同
比增长了34%。”

为缓解因全球原料价格上涨给
企业带来的压力，北辰区以“龙头”企
业为抓手，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绘”
成产业地图，组织需求端和供给端对
接会，推动弗兰德与本地供应商顺畅
合作，“盘活”产业链上下游。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产业优
势领域精耕细作，培育先进制造业集
群，北辰区在制造业延链补链强链上
使出了新招法。

近期，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围绕四大
支柱产业，北辰区细分了9条产业链予以
重点培育。由此，区领导多了一个新身
份——“链长”。这个由区委、区政府9位
领导同志担任“链长”，相关区级部门和
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链长”，区
内龙头企业担任“链主”的工作模式，正
在推动全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加速向前。
“我们将通过提高产业链配套能力、

开展产业链招商行动、提升产业链创新
能力、全力拓展应用场景、坚持精准帮扶
企业等方式，打造一批特色产业链，并以
此为抓手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北辰区工信局党组书记霍俊伟说。

招大引强 产业升级换挡提速
收放自如的机器手臂高速运作；机器

人灵活穿梭在各个生产环节间……在天津

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无尘生产车
间，一块晶硅太阳能电池片，从钝化、抛光
到成片分筛，整个过程充满了科技感。

能够吸引全球最大的单晶PERC供
应商前来投资建设智能制造基地，得益
于北辰区与海河产业基金的牵手结缘。
2018年，通过海河基金引荐，北辰区

与爱旭科技开始对接。北辰区全力做好
各项服务工作，由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基金追加投资，助推企业迅速落地。

爱旭科技实现当年投资、当年投
产。去年，项目一期销售收入48.4亿
元。如今，二期项目已投产，预计今年
销售收入将突破70亿元。

数据证明，爱旭科技落户不仅为北
辰增加了税收、提供了就业岗位，还为

本地招商引资打开了一扇窗，让基金招
商成为通过资本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

推动招商“引擎”持续发力，北辰区
坚持规划招商、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
以商招商等形式，加强与IDG资本、海
河基金、谷川联行等产业基金和招商平
台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竞相促进
的招商工作机制。
“近年来，北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创新力度持续加强，
成果要素加快积累。爱旭科技、大族激
光、SMC气动元件、芯瑞达等一批高端
企业相继落户，成为带动全区工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北辰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宝林说。

创新引领 产业发展枝繁叶茂
不久前，借着世界智能大会的东

风，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智能装备研究院
正式投入运营，与中建八局、精雕数控
等众多智能制造企业签约合作。

9000平方米的研发基地、5年内免
租金、2000万元的建设和运营经费……
这些“诱人”的配置吸引了多支专家团
队在内的500余名高校师生入驻，并孵
化、引进彼合彼方机器人（天津）有限公
司等多家智能装备企业。企业出需求，
高校、科研机构出技术，政府出载体和
服务。研究院成立不到一个月，已成功
对接了多家企业。

制造业立市，立在“高质量”。如果
说，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那么人才则是创新的根基。为抓住创新
人才这一宝贵资源，助力北辰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全市高端装备和智能人才创新创
业联盟正式落户北辰，吸引了更多技术人
才纷纷落户，强化了制造业人才支撑。

与此同时，北辰区加强创新型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群体培育力度，着力打
造“雏鹰—瞪羚—领军”高成长企业接
续发展梯队；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创业孵化链条，激发各类创新
主体活力；建设“北辰区科技成果超
市”，与天津市技术转移平台实现互联
互通，形成了涵盖京津冀、上海、浙江等
地的资源网络。
全区472家高新技术企业，538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入库，80家国家和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科技创新的活力竞相迸
发，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十四五”开局之年，北辰区一手抓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升
级，从“北辰制造”到“北辰‘智造’”步履铿锵。

邢燕子：最美奋斗者 永远跟党走

点燃高质量发展“智造”引擎

长线思维 稳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