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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133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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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51160701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派奖：一等奖特别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派奖：六等奖翻番奖

12注
9注

171注
1708注
85746注

1647164注
12807060注
8064355注

7465121元
2963758元
21623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994690824元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25000000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额：547978830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311期3D开奖公告

958
天津投注总额：73649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83注
914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津报调查

■ 本报记者 陈璠

日前，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组织专家开展2022年中央财
政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竞争性
评审工作。经过激烈竞争，天津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在全国23个申报
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获得中央
财政4亿元资金支持，成为获得资金
支持额度最高的城市。11月16日，中
央财政首笔2.5亿元资金下达到位。
为何国家将这一重大中央财政资金

支持投向天津？这项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将为天津带来怎样的生态改变？
为寻找答案，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30分钟答辩，“顶格”拿到4亿元

“这次选拔竞争非常激烈，全国
23个项目申报，最终只有16个过关。”
在市规划资源局办公室，局生态处副
处长张士琦拿起厚厚的一沓申报资料
向记者示意。天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总投资6.678亿元，按照申报要
求，对于通过竞争性选拔的项目，中央
财政按照每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
单列市最高奖补4亿元安排资金，分
两年下达。“天津这次获得中央财政
‘重金’支持，凝聚了多部门合力，从今
年3、4月份开始筹备，7月份准备申请
资料，到9月初完成项目申报和专家
现场核验，10月份参加视频答辩会，
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
说起那场激烈的竞争性答辩，张士

琦记忆犹新。“10月12日上午，天津是
第一个进行答辩的城市，先是15分钟项
目陈述，然后是15分钟专家提问。我市
财政、滨海新区和规划资源部门负责同
志都在现场，按照各自分工等待答题。”
他说，专家抛出的问题，非常具体也很
尖锐，从匹配资金保障，到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技术方法，再到污染治理现状
等。“经过几轮紧张的你来我往，看着专
家频频点头，大家心里感到有谱了。”

不出所料，天津顺利过关。没想
到的是，通过评审打分，天津“顶格”拿
到最高额度资金支持，满载而归。

三年努力，满满都是“加分项”

“天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位
于天津北部汉沽海域，拥有丰富的滩
涂湿地资源、牡蛎礁资源，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上重要的节
点，是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遗鸥的重要越冬地，区域生态
功能十分重要。”市规划资源局局长陈
勇表示，这次申报是天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海洋强国战略、实现

“双碳”目标的一次具体实践，项目实
施后对于改善渤海湾生态环境质量、
看护好东北亚鸟类重要栖息地将发挥
重要作用。
“多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对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的丰富实践、丰硕成
果，为争取到国家项目资金支持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勇说。
天津大力实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经过三年努力，近岸海域生态环境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据了解，我市实
施的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5个生态修
复项目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
务，为京津冀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作出了重要贡献，逐步将我市渤海沿
岸打造成“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
蓝色海湾。
“从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估结果来

看，天津实施的5个生态修复项目均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达到了预期目标要求。”国
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杨翼说。
杨翼分析，从生态效益来看，中新

生态城临海新城西侧湿地修复项目，
畅通了临海新城水系统的水体循环流
路，有效降低了防潮风险，同时提升海
洋生态环境，丰富了湿地区域的生物
多样性；永定新河口左岸滨海湿地修
复项目，保证了周边鸟类栖息地的生
存环境，提升了自然生态景观；天津港
保税区临港湿地二期湿地修复项目，
增加了鸟类栖息地，提升了纳污、调解
等生态功能；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岸线
生态修复项目和东疆东部沿海岸线基
础设施环境提升生态修复项目，改善
了岸线生态环境，提升了区域整体形
象，同时增强了防御海洋灾害的能力。

从经济效益来看，5个修复项目
的顺利完成，改善了天津海洋环境，成
为居民临海观海亲海的热点区域，通

过人流量引入和交通引导，进一步拉
动区域消费和土地出让进度，加快了
区域开发建设。

从社会效益来看，3个滨海湿地
修复项目和2个岸线生态修复项目的
顺利完成，对渤海湾环境质量提升具
有积极作用，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
公众对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识，居
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这些宝贵的治理经验和实践探

索，有效推进了天津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也成为这次评审的‘加分
项’。”杨翼说。

两年可期，未来还有大变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此次天津海
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共囊括了七项工
程，包括实施退养还滩28公顷；退养
还湿155.7公顷；治理互花米草57.3公
顷；海堤生态化改造17.7公里；湿地微
生境改造10公顷；在680公顷范围内
开展牡蛎礁修复，投放牡蛎礁体34.5
万方；开展蔡家堡与大神堂两个渔港
码头的环境污染治理。
据滨海新区海洋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以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根据总体目
标，通过项目实施将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质量，恢复淤泥质滩涂、盐沼及牡蛎礁
生态系统，提升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助力碳中和目标，保障生态安全。

具体来说，退养还滩工程将在滨
海新区中心渔港东侧实施退养还滩
12.5公顷、北疆电厂东侧实施退养还
滩15.5公顷，合计28公顷，拆除周边
围堰及下部基础，直至原泥面，实现
“退围还海”“退养还滩”。

退养还湿工程将在大神堂东侧至
津冀北界约155.7公顷的养虾池范围
内进行退塘还湿，实施养殖围堰拆除

和土方整理，然后开展湿地地形塑造、鸟
岛设计、水系构建以及盐沼植被营造等
工程，为鸟类、鱼类等提供适宜生境。这
项工程预计将营造碱蓬湿地120公顷，
提高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年固碳量
预计超过1000吨。
互花米草治理工程，将主要对分布于

力高阳光海岸东侧、中心渔港东侧以及北
疆电厂西侧约57.3公顷互花米草，采用生
态影响较小的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物理
方法实施清理，恢复原有滩涂面貌。
湿地微生境改造工程将对临海新城

东侧永定新河大桥附近面积10公顷的湿
地区域实施构筑物清理、潮沟疏通、地形
塑造等湿地微生境改造措施，修复和重构
利于鸟类等多种生物栖息的湿地生境。
牡蛎礁修复工程将在天津滨海国家

海洋公园规划的牡蛎礁养护区范围内，
通过将人工牡蛎增殖礁体与袋装牡蛎壳
投放至天然牡蛎礁周边，对天然牡蛎礁
起到保护作用，并通过牡蛎的不断附着
与天然牡蛎礁连成一体，扩大牡蛎礁分
布面积，预计将投放礁体34.5万方。
海堤生态化工程将在临海新城东侧

至津冀北界之间的海堤范围内，通过利
用植被与岩、土、牡蛎复合的形式对海堤
堤身、堤顶、堤脚进行生态化改造，其中
堤身、堤脚生态化11.2公里，堤顶生态化
17.7公里，使之既能满足对防灾减灾能
力的要求，又能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渔港环境治理工程将在蔡家堡和大

神堂两处渔港，通过实施垃圾清理、漂浮
物和油污治理、防污设施升级改造，在改
善渔港生态环境的同时保障项目整体修
复效果。
“随着中央财政首笔资金到位，我们

已经着手启动项目各项前期工作。整体
项目计划工期为2年，其中2022年主要
开展项目准备与部分工程的实施，2023
年将完成项目验收、监测与效果评估工
作。”张士琦说。

为何国家4亿元资金投向这里？
——天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成功获批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三河
五岸’更加优美，全区市容环境、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绿色已成为红桥
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生态资源
已成为红桥区最宝贵的资源，绿色
城区、美丽红桥的优美画卷正呈现
在大家面前……”11月19日，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深学笃用 天津行
动”红桥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会上，
红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该区实施
“生态立区”发展举措的情况。

近年来，红桥区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利用
生态资源优势，深入实施“生态立区”
发展举措，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和天
津市文明城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取得实效。目前，全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39.39%、绿地率33.48%，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为6.89平方米。
据了解，2018年以来，红桥区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连续三年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市前列，服务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94%。全区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严
格实行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超额完成“十三五”能耗“双控”目标。
同时，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明显，完

成全区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并安装在线
监测系统，狠抓扬尘污染治理，强化机
动车污染管控和科技指导治污，2020
年，PM2.5较 2016年下降了32.9%。水
环境、土壤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全区优
良水体比例100%。
城区景观更具魅力，深入实施园

林绿化工程，在“渔村”原址建成14万
平方米的子牙河滨河公园，提升改造
竹园、水木天成中心园等，打造勤俭道
等13条精品园林景观道路。消除辖
区全部旱厕112座，用71天平稳顺利
清撤全部10个占路市场和7个自发市
场，解决南大寺周边环境卫生死角、铃
铛阁宰牛点等长期存在的历史难题，
依法依规拆除违规鸽棚鸽舍853处、
1.2万平方米，圆满完成违法建设专项
治理五年行动目标任务，累计治理违
法建设5.03万间、65.14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11月17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宁河区“深学
笃用 天津行动——践行‘两山’理
念，打造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宁河”新
闻发布会，介绍了宁河区坚持“生态
立区”，扎实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做法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强力

推动下，宁河区上下齐心协力、攻坚
克难，多方筹措资金100多亿元，拆
违建、清鱼塘、迁坟茔，疏浚沟渠、退
耕还湿、移民搬迁，对七里海湿地核
心区实施封闭管理。目前，七里海
湿地保护修复“十大工程”已完成7
项，重回“宁静之美”，生态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负氧离子含量达到大
城市中心区的30—50倍；年补水量
超过8000万立方米，水域覆盖面积
增长50%以上；鸟类已增至258种，
每年停留数量已增至近50万只。
宁河区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基

准，对20多个“两高一低”项目坚决
说“不”，强力整治1144家“散乱污”

企业，整合取缔23个工业园区，绿色
产业体系雏形愈发明朗、结构趋向合
理，税收占比超过80%。先后引进一
汽大众华北基地、中国民航大学新校
区、哈啰出行电动车超级工厂等一批
高端高质项目，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
续四年排名全市前列。在七里海湿地
周边镇村率先发展生态农业、民宿经
济，设立百亿元规模扶持基金，建成全
市首家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
全区小站稻种植面积达到28万亩，稻
蟹混养面积达到20.5万亩，占全市比
重近50%。
“十四五”期间，宁河区全面提升

七里海湿地保护修复标准化、规范化
水平，永续守护好“京津绿肺”。加快
推进未来科技城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开
发建设，构建新材料等一批百亿级产
业集群，深化与京冀“飞地”的联动发
展。打造京津冀绿色精品“菜篮子”供
给区。加快发展环七里海湿地周边、
蓟运河两岸沿线、特色镇村支撑的“一
环一带多节点”民宿经济。

■ 本报记者 韩雯

没有刑警的轰轰烈烈，没有交警
的飒爽英姿，也没有特警的威武帅气，
在公安队伍中，还有一个警种，他们兢
兢业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
们就是社区民警。然而，越是平凡处，
越是见初心。
1999年9月，31岁的马燕脱下军装

穿上警服，成为公安南开分局华苑派出
所的一名民警。岗位虽变，但守护群众
的热情未曾改变，她主动请缨，从社区
民警做起，接手了刚开始入住的久华里
社区。28栋楼，111个楼门，1273户家
庭，4000多常住人口，户口登记率却不
足两成，如何打通自己与群众之间的
“篱笆墙”？马燕选择走到群众身边。
由于居民多是双职工，那时，每到黄昏，
她就到小区里办公，为居民登记户口。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区群众认识
了这个工作认真的女“片儿警”。
认识只是开始，为民服务之路扬

帆起航。帮助空巢老人、资助困难家
庭、调解邻里纠纷……几乎没有马燕
不管的事儿。2016年，在华苑街道碧
华里社区又多了一个“马燕警务室”，
这是全市首个以女民警的名字命名的
社区警务室，提及它的由来，马燕说：
“就是想让百姓更有亲切感，遇到问题
能有地方找人帮。”在“马燕警务室”的

一面墙上，写着警民心连心，并贴满了她
和同事们在社区开展活动的照片。而另
一面墙上的柜子里，还摆着社区居民送
给她的手捧花。
“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只

有以心交心，才能赢得民心。”这是马燕
做群众工作一直恪守并践行的理念，她
用一件件小事拉近警民心，用一桩桩实
事厚植警民情。家住一楼的王大爷患有
心脏病，小区内过往的机动车碾轧井盖
时发出的异响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
活，“一有车经过就有响声，白天还好，一
到晚上就把人吓一跳，长时间睡不着
觉”。马燕入户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一边积极想办法，一边向群众问计纳
策。群众向她反映，解决这个问题，可用
自行车的外胎包住井盖，既解决了车辆
碾轧井盖时发出的异响，又起到了保护
车辆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马燕联系
小区物业，并带领工作人员找来废旧车
胎，给小区道路上的井盖全部戴上“紧箍
咒”。王大爷逢人就夸，“没想到，我不经
意的一句话，小马还真当事儿了”。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坚守。无论刮

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马燕每天都坚持
到社区走访巡视；了解到很多老人不太
会使用智能手机，她为老人开设手机小
课堂；在她的奔走协调下，社区加装了
40个视频探头，增设了6个探照灯、10盏
路灯，围墙也整体被加固加高，她让居民
收获了稳稳的安全感……
20多年从警生涯，马燕用她长情的

坚守，守护着辖区每一寸土地的平安。

政法榜样

她用长情的坚守 守护一方平安
——记公安南开分局华苑派出所社区警务队二级高级警长马燕

打造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宁河

塑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美丽红桥

永定新河口左岸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实景图

■ 本报记者 韩雯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奋
斗的精神激发前行的力量。
“弘扬英模精神”是当前正在开展

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四项任务”之
一，如何发挥榜样力量，激励忠诚担
当？从今年9月起，市委政法委组织
政法系统英模先进事迹宣讲团，先后
走进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南开大
学、东丽区、天津师范大学、宁河区、
和平区、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市国家
安全局……用身边事影响身边人。
不同故事，同样动人。
“命可以丢，枪不能丢，所以，我用

已经烧焦的手，把配枪从腰间卸下，交
给同事后，才坐车前往医院……”十年
前，公安北辰分局民警郭志龙在办案
时严重烧伤，历经9次手术，他以顽
强的意志与病痛抗争。“爹，娘，你们
放心吧，老郭家的儿子是响当当的汉
子，不会给你们丢脸，不会给人民警
察丢脸。”讲到这句话时，郭志龙眼里
泛起泪光，双亲离去却未能在旁，是
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内心最深的

痛。他忍得住烧伤及并发症带来的
一系列疼痛，却无法掩饰内心最大的
遗憾。因为热爱，他重返岗位；因为
责任，他执着坚守。
“他们问我害不害怕，那时候没有

害怕，也不允许害怕。”今年3月31日，
河西区一居民小区内，一位84岁的老人
从卧室窗户钻出，困坐在三楼护栏顶
上，随时有跌落的危险。接到群众报警
后，公安河西分局越秀路派出所民警王
德纯和消防员同时赶到现场，消防员先
爬出窗子，给老人套上安全绳，可是由
于老人所处位置无法借力，再加上老人
神志模糊，不能配合，需要有人从另一
侧出去搭把手才能施救。“我瘦，我去！”
59岁的王德纯没犹豫就系好安全绳，从
阳台爬出去，一脚踩着阳台边缘，一脚
踩着护栏，小心扶起老人，与消防员一
起将其救回室内。那一刻，楼下围观的
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为了
祝贺老人安全获救，更是对人民卫士的
挺身而出的赞许。
“下辈子，您可不要再失约了！”情

景剧《约定》通过演绎牺牲干警公安河
西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陈洪革、原蓟

县人民法院上仓法庭副庭长石玉波、市长
泰监狱六监区监区长张治国与至亲的对
话，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天津政法人为了百
姓的岁月静好，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据
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政法系统22
名同志被评为烈士，204名干警因公牺
牲。每一个滚烫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鲜
活的生命，都有一颗赤诚的初心。

他们在服务大局中坚守初心，在守
护平安中践行宗旨，在扫黑战场披坚执
锐，在执法司法中守护公平正义，他们的
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两个多月来，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高校师生、人民调解员、社区志愿
者、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群众代表和干
警代表，通过线下展演线上直播的方式，
共计4万余人聆听了宣讲团的真情讲述。

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英雄
模范人物是鲜活的价值观，是有形的正
能量，在新时代壮阔征程中，广大政法干
警唯有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
范那样奋斗，才能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英雄故事永不
落幕，我们将继续讲述好英雄故事，以
‘榜样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以“榜样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之“弘扬英模精神”

本报讯（记者 刘平）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治理带来哪些新问题？人工智
能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哪些影响？智
能社区治理中如何提高公众参与
度？……11月20日，在天津社科院举
办的第三届“智能社会”高峰论坛上，
来自全国各社科院、高校和机构的19
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实体+线上视
频”的方式，分别作了精彩演讲。论坛
以“智慧赋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
题，全国各地10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参加会议。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不是自

然科学的独角戏，而是自然科学和哲
学社会科学的二重奏、双螺旋，哲学更
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制高点。”“面对巨
大社会变革，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系统
出发，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
领域产生的革命性影响，探索人工智
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和健
康发展。”在开幕式上，举办方相关负
责人畅谈认识、提出建议。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
院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克，
作为此次论坛的特邀点评嘉宾，他表
示，论坛会聚多学科专家学者，针对智
能社会重大问题展开跨学科研讨，意
义深远。
“智能社会”高峰论坛是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天津社科院联合创
办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深入探
讨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智能社会
的深刻变革，已经在天津社科院连续
举办了两届。

第三届“智能社会”

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通讯员 王

文举）近日，市档案馆将《同仁堂张家
京药铺药目》纳入馆藏。据悉，该《药
目》为木刻线装书，分为序言、分类药
目、门类药介绍三部分，详细记载了当
时所售的13个门类470多种中成药，
并标明了各药所治病症及售价银两，

对于研究天津中药发展和药业沿革的
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次征集到这本古籍，不仅丰富

了馆藏“老字号”档案资源，还对保存天
津“老字号”历史、记录天津特色文化具
有积极的意义。

市档案馆将《同仁堂张家京药铺药目》纳入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