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志愿者来

到和平区鞍山道小学，开展“厨房里的中

药”课后特色讲解，激发学生们对中医药

文化的兴趣。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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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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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318期3D开奖公告

489
天津投注总额：73335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40注
507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136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2 15 09 28 19 06 16

全国投注总额：517068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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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注
6注

319注
1777注

108928注
2066923注
12033664注
7718080注

7908192元
6666666元
11395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148127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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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498145元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余强）
“海河英才”行动计划自2018年实
施以来，截至10月底已累计引进各
类人才41.7万人，为天津智能制造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11月1日，《天津市
促进智能制造发展条例》正式实施，
市人社局副局长郑巴音日前在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该《条例》对我市人才引育明确
了相关任务，市人社局将积极贯彻
落实该《条例》要求，让人才“引得
来”“有发展”“有活力”“留得住”，真
正为天津智能制造产业实现新突
破、取得新成绩提供人才保障。

郑巴音表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在全国先行先试，探索组建创新
联合体，组建了高端装备和智能制
造、航空航天、智能轨道交通、半导体
集成电路等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
联盟。目前，联盟已链接高校院所80
家，联系领军企业1600家，邀请两院
院士等特聘专家62位，聚集工程师3
万人，形成“联盟搭台、科学家助力、
企业家唱戏”的生态格局，激发出协
同创新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升级版今
年5月已出台，市人社局将定期征集
高端紧缺岗位需求，把这些需求纳入
我市年度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目
录，及时向海内外发布。同时，将进
一步发挥“津洽会”、“海河英才”创业
大赛、“双一流”校园招聘会等一系列

“赛、展、会”平台作用，帮助用人单位
精准对接引进智能制造领域高端紧
缺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

为了让人才“有发展”“有活力”，
市人社局实施“海河工匠”建设工程，
支持开展智能制造领域职业技能培
训；及时编制发布市场紧缺职业需求
和培训补贴目录，鼓励企业、职业院校
和职业培训学校面向社会开展智能制
造领域职业技能培训；抓住人社部天
津市共建“技能天津”、举办第二届全
国技能大赛等难得契机，发挥“培训”
“竞赛”双引擎作用，为智能制造等重
点领域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同时，市人社局发挥职
称评价“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加强
政策宣传解读，对智能制造企业主动
上门送政策、对接需求解难题，确保各

类企事业单位智能制造专业人才以及
从事智能制造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自由职业者的职称申报权益；积极
拓宽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
渠道，为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
申报提供精细化、专业化服务。
人才“引得来”，如何让人才“留得

住”？天津的做法是设立人才档案专
库，为企业家和创业人才提供档案接
转、使用等方面的专属服务。对于用
人单位引进的智能制造领军人才，市
人社局主动对接协调科技、工信、金
融、教育、海关等相关部门，为他们精
准提供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健康
等方面服务保障，积极打造“近悦远
来”的良好人才生态环境，为天津高质
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余强 吴巧君）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做好智能制造
科技创新布局，力争在智能制造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推动跨学科融合创新和产学研合
作、技术集成应用与成果转化上下功
夫见成效。这是市科技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祖延辉日前在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

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我
市将智能制造作为海河实验室、市
重点实验室、市技术创新中心、市产
业技术研究院布局建设的重点方

向。“目前我市已组建现代中医药海河
实验室，研究方向之一就有智能化现
代中药制造设备，合成生物学海河实
验室也有智能化布局；正在组建的大
学科技园也将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转
化作为重点方向。”祖延辉表示。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我市
重点从关键硬件、基础软件等研发攻
关，多学科研发技术集成，到智能制造

技术解决方案一体化推进，以应用为
牵引，以“揭榜挂帅”为攻关模式，创新
科技攻关项目形成与实施机制，为先
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和制造业立市提
供有效的科技支撑。
在激发科技创新主体创新创造活

力方面，我市充分发挥领军企业、行业
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作用，围
绕智能制造关键核心共性技术研发应

用，积极探索产学研用合作的创新共同
体模式，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
合。围绕智能制造的关键硬件、基础软
件、数据处理、智能传感、物联网等方向
加快培育一批雏鹰企业、瞪羚企业和领
军企业，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加强科
技供给，推动我市制造业加快实现智能
化、数字化、网络化和绿色化，全面建成
高水平的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新闻发布厅

引得来有发展有活力留得住
我市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有招法

我市着力提升智能制造创新能力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吴跃

萌）11月25日，我市召开港澳台侨界代
表人士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
冀国强出席并讲话。

9位在津港澳台侨界代表人士、港
澳大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大家表示，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党成立一百周年
的重要历史时刻，党领导人民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重
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是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行动指南，必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冀国强与大家深入交流，畅谈学习全
会精神的体会。他希望大家通过学习，进
一步深刻领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百年奋斗的历
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重要要求，始终做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
者、民族复兴的不懈奋斗者、中华优秀文
化的积极传播者、“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
的坚决捍卫者，凝心聚力，勇毅前行，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新贡献。

我市召开港澳台侨界代表人士座谈会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上接第1版）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走好人才自主

培养之路，坚持军队培养为主、多种方
式相结合，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人才培
养和使用模式，提高备战打仗人才供给
能力和水平。要下大气力强化科技素
养，提高打赢现代战争实际本领。要贯
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落实院校优先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一流军事院校、培
养一流军事人才。要加强实践历练，鼓
励引导官兵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
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习近平指出，要用好用活各方面
人才，坚持以用为本，精准高效配置军
事人力资源，确保人才得到最佳配置、
发挥最大效能。要坚持分类施策，抓
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
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

略管理人才培养使用，发挥好军士和
文职人员作用。

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军事人才成
长规律，把握各类人才发展特点要求，
创新管理理念和方式方法，加强专业
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要推进军事
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体系优化，加强政
策制度配套建设。要在全军营造信任
人才、尊重人才、支持人才、关爱人才
浓厚氛围，把广大人才干事创业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

习近平指出，军委要加强对人才
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履行好主体
责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有

强烈的人才意识，当好新时代的伯
乐。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支持军队做好人才工作，齐
心协力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
就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做
好新时代我军人才工作提出要求。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出席会议。军委机关各部
门，各战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
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有关
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

（上接第1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

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须跨越

诸多“从0到1”的关隘；实现绿色发

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

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注定要面临许多

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但辩证地

看，这就是一块块“试金石”，谁能扛得

起、顶得住，谁就握住了打开历史机遇

之门的“金钥匙”。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

赶考之路，激扬勇气胆气锐气，把苦难辉

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

未来贯通起来，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

气魄担难担险，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韧劲迎难而上，我们终将赢得一个又一

个新胜利，成为历史的书写者。

（上接第1版）每次宣讲都在短短20
分钟内，力求生动、真实、立体地完成。
“小板凳”宣讲队的成员，大多来

自一线。其中既有挑起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重任的优秀青年，也
有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道德模范。

当天为大家宣讲的，就是曾逆行
驰援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天津市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劳动模范张忠良。“六中全
会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作为一线建设者，我认为，我们现
在建设的项目是医院，是民生工程，把
老百姓的事情时时刻刻放在心上、扛
在肩上，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过程中
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张忠良分享了
自己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工友们认真
听、用心记……
今年以来，“小板凳”宣讲队已经完

成了20多场宣讲。通过深入基层一线，

以灵活的形式打通理论联系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让宣讲沾满“泥土味”。
“通过‘板凳课堂’，我们了解了很

多党的伟大成就，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把天津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工
人李冬说。

板凳课堂 宣讲队走进建设工地

牢牢把握历史主动

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本报讯（记者 张清）以调解促公益，
以修复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日前，天津
二中院成功调解一起涉民营企业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探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将
调解与修复一体推进。

该案被告是一家以钢铁冶炼、污水
处理、钢材制品、氧气、氮气等气体生产
经营为主的民营企业。因排放粉尘、二
氧化硫超标等问题，2020年，被某公益
组织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企业停止上述
侵权行为，就其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在
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大气污染物对环境公益
的危害风险，并赔偿相关损失。

案件受理后，二中院依法组成七人
合议庭。依法向被告以及依法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我市某区生态环境

局送达了案件材料，并通过最高人民法
院公告网进行了公告。与此同时，多次
组织当事人实地勘察、会谈、核认相关文
件，并督促被告整改相关设施。最终某
区生态环境局确认检测合格且不再存在
超标排放问题。
“在确认民营企业整改排放合格后，

法院与原告进行了沟通，前后两次组织
原告对被告企业进行实地勘察、核查。
对整改结果表示满意的原告，自愿撤回
了起诉。”二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
案件的成功调解，既通过修复维护环境
公共利益，最大限度保障了生态环境，又
通过调解，以最小成本实现环境公益诉
讼目的。二中院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绿水青
山打造“司法护盾”。

打造绿水青山的“司法护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