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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入院人员需“双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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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强化疫情防控药品安全监管

多所高校发布暑期疫情防控提示

学生未经批准不得自行提前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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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6日，市委书记李鸿忠专程
到市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调研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李鸿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科
研攻关力度，在高水平种源技术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实现我市
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市领导李树起、周德睿参加。

市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坐落于武清区，坚持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度融合，培育黄
瓜、花椰菜、大白菜、西瓜等蔬菜和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
作物良种，新品种选育和良种产业技术研究在国内同领域具
有明显竞争优势。在展示大厅，李鸿忠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
绍，详细了解蔬菜良种和小站稻、强筋麦等优质品种研发推
广、农作物研究等。随后，李鸿忠一行走进育种大棚，察看黄瓜
品种培育情况，与科研人员就品种特点、市场推广、新品种研

发等进行深入交流。在小站稻新品种比照试验田里，水稻专家
和科研人员们正在烈日下察看试验田育种情况。看到李鸿忠
一行来到田间，水稻专家王胜军欣喜地向市领导介绍，近年来
伴随着我市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的有力实施，杂交水稻科研
项目关键技术实现质的突破，优质品种水稻的产量大幅提高。
李鸿忠拿起新近繁育成功、结满密实谷粒的稻穗十分欣慰地
说，通过科技手段大幅提升小站稻产量，对于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切实维护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为
稻种科研攻关取得的新成绩感到由衷欣喜，也为农业科研人
员扎根农村、脚踩泥地、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精神表示深切的
敬佩。李鸿忠勉励科研人员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创
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推动现代种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李鸿忠在调研中指出，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我们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胸怀“国

之大者”，充分发挥我市农业科技特别是种业科技优势，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要开拓
国际视野，瞄准一流标准，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强化种业核
心技术创新，大力开展蔬菜、主要农作物种源“卡脖子”技术攻
关，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做精天津特色农产
品品种和种源保护开发，努力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
主可控。要用好我市育种创新平台，深化与中央和各省市种业
科技科研院所、高校交流合作力度，做强种业企业，促进良种产
业化，推动产学研深度结合，提升种业创新、转化能力。要高度
重视农业科技人才引育，激励保护育种科技创新，千方百计培
养、引进、留住种业领域高素质人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
起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政治责任，加大种业科技创新支持保障
力度，健全完善投入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
题和相关难题，切实做强做优我市现代种业。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同志表现出色，取得

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
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的严峻挑战，
不畏艰难，科学训练，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赛
任务。在过去的16天里，祖国和人民热切关注着你们在赛场
上的良好表现，为我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
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迸发

出中国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诠释
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的人生誓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同台竞技、相
互切磋，促进了交流，增进了友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激
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注
入了精神力量。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

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
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
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
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归来！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2021年8月8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致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登山的人都有一个经验，越往上越难行，畏手畏脚必然难
以登顶，只有看准方向、翻山越岭、勇敢探索，才能领略无限风
光在险峰。

改革发展创新的事业，犹如登山，必须要有那么一股子
气。这一股子气，是一种精神、一种作风、一种勇气。面对“十
四五”开好局的艰巨任务，面对新冠疫情防控的重大责任，能
不能拿出“勇”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不能
战胜新挑战、打开新局面。
勇气是一种创造的力度，“闯”出第一步，还要有“创”的下

一步，才能真正完成从自我突破到自我提高的跨越。敢闯敢
试、先行先试，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机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与实力。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
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在“十四五”目标任务中，自主创新是
重点。无论是工业现代化还是农业现代化，都必须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敢于攻关“卡脖子”技术，从项目到产品、从提供新
供给到创造新需求，让创新链条更完备、创新生态更可持续，
如此，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也就更坚实牢固。
“勇”字当头，既意味着提气、打气、鼓气，敢于涉险滩，走

别人没走过的路，也意味着肯下笨功夫、真功夫、硬功夫，拼精
气神、拼气势。当下，我们着力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
径，就要紧紧抓住“探索”二字推动创新创造、绿色转型。一个
个既定目标，是倒逼的动力，激励我们拿出闯的气魄和智慧，
拿出新的路数和打法，去谋划、去推进。憋足一口气、铆足一
股劲，保持创新创造的激情与状态，才能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难
题和风险，走好高质量发展新一程、闯过动能转换下一关。
登山中的大石，勇者视为前进的阶梯。越过去，往往就是

一片新天地。我们要凭借“闯”的精神、“创”的勇气，瞄准发展
的堵点、难点和关键点，甩开膀子、大胆实践，以改革的方法破
除障碍，以创新的智慧加速转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我们就能在新征程中闯出一条新路子。

“勇”字当头拼创新

■本报记者 李国惠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
人，关键在人才。
我市推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以来，

共引进各类优秀人才近40万人，天津人
才创新活力和城市竞争力持续增强。“十
四五”开局之年，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人
才工作，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入实施
人才引领战略加快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打造“海河英才”
行动计划升级版，为实现天津高质量发
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
坚实人才保障。

引才政策更开放——
加速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

《意见》瞄准外籍人才和留学回国
人员各项需求，在创新创业、项目申报、
工作居留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化措施，
着力提升天津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吸
引力。

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加大
对新近全职来津就业、创业的留学回国
人员创新创业项目启动支持力度。成长
潜力特别突出的留学回国人员申报人才
项目，可适当放宽年龄、海外经历、回国
时限等要求。

实施外籍人才工作居留便利化举
措。积极申请国家创新性、突破性人才
政策在天津试行。支持为创业期内的外
籍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推动创新创业项
目在津落地孵化。全面推行电子证照，
提高证照申请和使用便利度。
创新人才和团队引进方式。通过举

办世界智能大会、天津市创新创业大赛
等活动，大力引进海内外人才。面向全
球发布人才政策和需求信息。采取揭榜
制、挂帅制、科研众包等方式，征集破解
“卡脖子”技术难题的人才和团队。

育才举措更精准——
加快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

《意见》围绕“一基地三区”定位，聚
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等重点产业领域，在实施人才培育专项、
建设高端产业平台等方面，精准打出“组
合拳”。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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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忠深入市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调研

深化农业科技创新 做强做优我市现代种业

■本报记者 张雯婧

连日来，我市对各重点区域人群
开展核酸检测筛查。众多医护人员走
进机场、车站，走进工地、社区……炎
炎夏日，身着防护服，头戴护目镜，“全
副武装”的他们，成为这座城市中一道
特殊的风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坚持
与汗水，守卫着津城安宁。“这座城市，
我们用心守护。”他们坚定地说。
“姑娘们，一会儿清点完物资后，穿

脱防护服时，一定按照正确流程……”
8月5日，红桥区对天津西站地区相关
从业人员及周边社区居民开展预防性
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这一天，西
站共设有4个采样点位，配备的8名
医护人员全部来自西沽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6时，红桥区西沽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黎玲带领着中心的医护
人员已经赶到西站，为接下来的采样
做着准备。考虑到时间太早，大家来不
及吃早饭，细心的黎玲特意为大家带
来了早点。看着8名即将上岗的医护
人员，黎玲嘱咐道：“为了不影响采样
速度，节省时间，大家少喝水，辛苦
了。”“主任，放心吧。”36岁的医生齐

艳彬说道，“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这不是齐艳彬第一次参加核酸

“大筛”。她跟其他7名医护人员都
参加了去年 11月滨海新区的核酸
“大筛”。在黎玲眼中，虽然这8名医
护人员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是

临上“战场”，她这位老大姐，还是不
停地嘱咐着：“操作一定要规范，一定
要注意安全！”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王睿）为筑牢疫情
防控防线，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研究决定，于8月7日—8日对滨海新
区建筑工地从业人员开展预防性大规
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截至8月8日
11时40分，完成全部相关人员采样
共84927份，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南开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8月7日，南开
区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筛查工作。此次筛查共设置14
个采样场所、33个采样点，筛查范围为
辖区内建筑工地全部工作人员、鼓楼
商业区全部工作人员及周边小区居民。
累计筛查17558人，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记者从东
丽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8月6日，
东丽区在全区建筑工地范围开展预防
性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本次筛查划
分为9个片区，设置15个采样点位，
41个采样通道。截至8月7日9时，完
成检测22213人，筛查结果全部阴性。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记者从津南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经过8月6日
至7日两天的努力，津南区面向全区建
筑工地从业人员开展的预防性大规模
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顺利结束，累计
筛查33167人，筛查结果全部为阴性。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北辰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北辰区于8

月6至8日对辖区内全部建筑工地区
域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
查。筛查人群涉及建筑、发改、土整、工
信、环保等各部门工地共计168个，共
设置采样场所15个，采样点位58个。
截至8月8日4时，共釆集样本27439
份，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记者从武

清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8月6日，
该区积极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筛查对象为
住建系统建筑工地从业人员，共
27411人。目前，已全部完成筛查对象
核酸检测工作，结果全部为阴性。

（下转第2版）

炎炎夏日，“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忙碌在筛查点位上——

“这座城市 我们用心守护”

滨海新区、南开区、东丽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重点区域核酸检测筛查结果均为阴性

▲医务人员对经开区建筑工地人员进
行核酸检测筛查。本报记者 王涛 摄

抓住北京冬奥机遇，
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

奥运速览

38金 32银 18铜

中国代表团列奖牌榜次席
■ 4 破世界纪录、创造 21 项奥运纪录，

中国代表团以38金 32银 18铜位列奖牌榜次
席，追平伦敦奥运会创下的奥运境外参赛最高
夺金数

■在夺金运动员人数和夺金项目数等多
项数据上，中国运动员也都刷新了奥运境外参
赛的数字之最，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
强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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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高校院所50家 聘请院士专家55位
集聚工程师22000名 预计年产值超200亿元

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硕果累累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3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蓝图”出炉
4版

8月8日，各代表团旗手在闭幕式上。当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