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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新闻发布厅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339期3D开奖公告

267
天津投注总额：78105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67注
1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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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5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0 14 26 07 16 04 09

全国投注总额：517254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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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

159注
1811注

106304注
1896251注
13235094注
8029774注

7832457元
7832457元
22267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064375720元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32870635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额：26301070元

本报讯（记者 张璐）近日，市科
技局出台《关于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若
干措施》明确了10个方面的具体举
措，并分解细化79条具体任务，将持
续优化我市科技人才创新生态，推动
天津成为全球创新人才汇聚发展高
峰高地。

依托重大平台项目

引育高层次人才

《若干措施》提出，我市将大力支
持海河实验室建设，对其引进的顶尖
人才及创新团队，实行“绿色通道”+
“政策定制”，全程跟进定向服务。持
续推进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等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实施定向对接、“一
人一策”等机制，聚集战略科学家和
科技领军人才开展前瞻性、原创性、
颠覆性研究。依托国家和我市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实施科技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遴选计划。

同时，还将大力推动 12条产业
链建设，以重大项目实施和重点研
发平台建设为牵引，引聚高水平创
新人才和团队，围绕“制造业立市”
打造产业科技人才队伍。实施创新
型企业领军计划和新动能引育高企
倍增专项行动计划，持续优化雏
鹰—瞪羚—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聚集一批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
才和技能人才。加快推进大学科技
园、众创空间、孵化器建设，为科技
创业人才培养提供实体空间和服务
平台。

我市还将加快建立天津高端科
技人才数据库，绘制重点领域科技
人才图谱，为引聚战略科学家、顶尖
人才和创新团队提供资源保障。建
立健全引智育才发布对接机制，面
向全球发布重点单位引才需求，大
力引聚海内外高端人才。借助京津
中关村科技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等载体，积极吸纳北京溢出科技创
新人才资源。

进一步赋权松绑

充分释放科技人才活力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真
正为科技人才赋权松绑，我市将改革重
大科技项目的形成和实施方式，通过
“揭榜挂帅”、技术总师负责制等机制，
以及责任制和军令状等制度，让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科技领军人才挂
帅出征、成就事业。支持国家重大创新
平台参照新型研发机构运行管理模式
进行探索实践，实行经费使用“负面清
单”制度，赋予科技领军人才在自主组
建科研团队、科研仪器设备采购使用、创
新资源流动共享等方面的资源调度权。

聚焦“解细绳”、破难题，我市将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进
一步明确科研单位在落实科技成果
转化、处置和收益分配方面，以及科
研人员在科技成果收益分享方面的
具体措施和实现路径。推动落实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

税减半征收、科研人员股权奖励个人所
得税递延纳税等具体政策。

丰富人才引育体系

优化人才创新生态

按照《若干措施》，我市将深入实施
国家及我市科技人才培养专项，支持高
层次人才及团队积极承接重大科技项
目，助力更多优秀科技人才入选国家级
人才计划，造就一流科技人才方阵。

同时，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水
平、业绩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
准。对基础研究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重
点推行聘期评价、长周期评价，探索实行
国际国内同行专业化评价，加快构建社
会化、市场化、国际化人才评价机制，促
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此外，我市将充分发挥天津市科技成
果展示交易运营中心、科技金融对接服务
机构等创新服务平台作用，为科技人才提
供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大型仪
器设备应用等全过程全要素服务。

《关于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

推动天津成为全球创新人才汇聚发展高地 本报讯（记者 刘平）12月19日，
市华夏未来文化艺术基金会召开第
二十九次理事（扩大）会议，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总结部署基金会工
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虹，市政
协副主席曹小红，老同志房凤友、刘
文藩、邢军、王述祖、王文华、曹秀荣、
朱坦、李润兰、李文喜、杨福刚出席。
华夏未来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邢
元敏作总结讲话。华夏未来文化艺
术综合党委书记刘长喜主持。

会议指出，2021年，华夏未来在
市委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

持守正创新、立德树人、寓教于艺，积极
发挥功能性党委引领作用，结合少儿特
点开展党史学习，建设八大中心构筑华
夏未来新格局，举办云端国际少儿艺术
节、国民音乐教育大会等一系列高水平
活动，成为展示天津的靓丽名片。新的
一年，要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
“一切为了孩子”宗旨，坚持立德树人、五
育并举，继续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深化体教融合，开展多种形式劳动
教育实践，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出新贡献。

会上，与会领导为十佳明星宝宝、
2021年度华夏未来优秀学员颁奖。团
市委负责同志向华夏未来少儿艺术中心
颁发“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奖牌。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贡献
华夏未来文化艺术基金会召开第二十九次理事（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12月17日，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学笃用 天津
行动”——“办好民生‘三件事’交河
东答卷”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
绍了河东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着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做法。

今年以来，河东区锚定办好民生
“三件事”，努力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一是办好群众为难
的事。河东区将停车难、入园难、养
老难、上楼难、雨季排水难这些群众
非常关注的事情，作为民生工作的重
要发力点，统筹安排、创新思路，不断
为群众排忧解难。二是办好群众盼
望的事。更宜居的居住环境、更舒适
的购物体验、更丰富的文体生活是群
众的热切期盼，一年来，河东区在加
大城区绿化美化力度、改善居住条
件、满足群众消费需求、丰富群众文
体生活等方面，不断加力。三是办好
向群众承诺的事。高质量实施20项
民心工程是河东区向群众做出的郑
重承诺，从项目的征集到实施，河东

区始终高度关注群众的实际需求、追求
工作实效。

据了解，今年以来，河东区在泰兴南
路建成投用了全市第一条高位视频智慧
停车运营路段；新建成4所配套幼儿园，
新增5个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增加学前
教育学位720个，近五年新增学前教育
学位达到1615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4
部；重点对25个低洼淹泡小区进行了改
造，城区整体排水退水速度大幅提高；精
心打造23个“口袋公园”，面积达6万平
方米的月牙河沿岸绿化工程顺利完工，
对45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先后举办
特色主题消费活动百余场，重点打造了
爱琴海“老门口儿”、万达“幸福里”、棉三
“津超赛场”等5个高品质夜市。在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今年河东区文
化馆实现试运行，建成了河东区红色记
忆展厅，新建了10个社区体育园、增加
体育场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

截至目前，河东区今年的20项民心工
程基本完成，进入查漏补缺、巩固成效阶
段。群众关注度较高的部分小区路灯提
升改造、充电桩安装等事项已经完工。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我市去年市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的
问题，目前整改结果如何？12月16日，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审计整改工作发
布会亮出了成绩单：去年审计指出的
553个问题，目前92%的问题得到了纠
正，相关区、部门和单位健全完善各类
制度145项，约谈问责了86名责任人。

记者比对去年的发布内容，发现
两年审计整改答卷的异与同。相同
之处是两年问题整改完成率都是
92%，不过2020年完成问题整改总数
是332项，今年截至10月底，有关区、
部门和单位采取上缴国库、追缴资
金、统筹使用结余资金及调整账目等
方式完成整改总数是511个。去年约
谈问责处理129人，比今年多。

据悉，今年审计整改的问题，涉
及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审计、重大政

策措施跟踪审计、重点项目资金专项审
计、社会保障审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审计及国有企业审计等方面。

审计工作如何与纪检、巡视等形成
整体监督合力，一直是公众感兴趣的话
题。市审计局相关人士表示，在与纪检
监察部门的协作配合方面，双方建立问
题线索移送前会商、查办中沟通、查核后
反馈的联动机制，改进细化会商流程，着
力提升移送线索质量。在与巡视巡察机
构的协作配合方面，审计整改的落实情
况被作为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对于发
现的审计整改不到位问题及时移交相应
审计机关，审计机关进行整改“回头看”
并向巡视巡察机构反馈整改情况。此
外，市审计局还加强与人大监督的贯通
协作，加大力度督促需要多方协同解决
的问题整改，促进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做到应改尽改、按时整改。

我市亮出去年审计整改成绩单
健全完善各类制度145项 约谈问责86人

河东区锚定办好民生“三件事”

■光明日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

冬季第一场大雪覆盖天津，虽然
天气清冷，人流骤减，但一些演艺剧
场气氛仍旧浓烈。

九河下梢的天津，商埠繁荣，是
我国北方的曲艺之乡。

曾经，天津就是曲艺的大码头。
“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
京剧、河北梆子、相声、评剧、天津时
调、天津快板、京韵大鼓、评书……那
个年代，艺人们如果能够赢得天津观
众的认可追捧，就等于通过了“试
炼”，想成“角儿”的南北艺人必须要
在天津登台演出。

今天，曲艺依然是天津百姓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滋味。从撂地说
唱到茶馆剧院、从舞台荧屏到移动网
络，海河水孕育了一批批文艺人，他
们与时俱进，用出色的才华和新颖的
表演，诠释着对艺术和人生的热爱。

相声艺人：传承创新 寓庄于谐

台上，一方醒木，一柄折扇，说学
逗唱；台下，一杯茶，一碟瓜子，笑声
不断。去茶馆听相声不仅是外地游
客的必选项目，也是天津百姓重要的
休闲方式。

天津是相声窝子。1930年初，我
国第一个专门演出相声的场所——
“连兴茶社”在天津南市东兴市场兴

建，集结了当时众多相声艺人：张寿
臣、侯宝林、常宝霆、马三立……

82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亮
是地道的天津人。1954 年，已成名
的相声演员尹寿山搭档14岁的魏文
亮在连兴茶社演出。晚上十点多，
魏文亮表演中途打了个哈欠，被尹
寿山瞪了一眼，他没在意，又张了一
下嘴。尹寿山抓起扇子来狠狠地打
了他一下，转身下台了。最后是宽
容的观众解围，喊住了尹寿山继续
演出。从此，“艺德”二字便刻入魏
文亮的心里。“谁把观众当成傻子，
谁就是傻子！”他常把这句话放在嘴
边，提醒自己，也告诫晚辈对待观众
要有敬畏心。

很少有一种艺术门类像相声一
样，在一个半世纪内经历多次变革，
传承至今，依然深受大众追捧。新媒
体时代走红的相声演员，他们一边在
小剧场里穿着大褂，弹着三弦，讲传
统段子，一边综合多种表演形式，善
用社交平台收获人气和关注度。
“不要娘炮吃桃桃”“文明使用远

光灯”……在短视频平台上，自称“红
鲤鱼与绿鲤鱼”的两个年轻人，身着
传统长衫，用天津快板、对口相声等
形式，批评讽刺社会的不正之风，因
为内容鲜活、语言幽默，不到两个月
时间，粉丝量超过25万。
“红鲤鱼与绿鲤鱼”是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刘纪铭和万毅
夫。平日，他们排练话剧；业余时间，他
们看新闻、跟热点，把百姓关心的话题
创作成短视频产品，深受网友欢迎。

网络演出与传统舞台演出有区别
吗？刘纪铭说：“短视频只有两分钟，如
果不能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兴趣点，就
会被放弃。对专业演员来说，使用网
络，需要研究学习。”

专业的观众：与名家相互成就

天津观众爱文艺，懂文艺，对演员
苛刻是出了名的。
位于京津唐中心腹地的天津宝

坻，有着 800 多年历史文化的深厚积
淀，久负盛名的评剧和京东大鼓均发
源于此。此地大唐庄村的业余评剧团
已有90多年历史，是“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区内，京剧、
评剧票友组织有几十个，远郊区则更
多，票友们每隔两三天都要聚在一起切
磋唱戏，这些票友又带动很多戏迷。“今
年演出评剧传统剧目《打狗劝夫》时，剧
场座无虚席，后台都站满了人。”天津市

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夏冬说。
1991年，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举办

了全国第一次海选——首届“和平杯”
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30年过去了，报
名参赛的票友从国内扩展到全球，5万
余名京剧票友参与活动。

观众是内行，“名票”林立，让在天
津登台演出的演员在艺德和艺术水平
上比拼。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里，评剧《革命
家庭》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
目正在演出。两度梅花奖获得者、天
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作为主演，在聚
光灯下完美地演绎了一名革命者的一
生。谁能想到，此时，她的腿里还埋着
两枚钢钉。

20年前，曾昭娟作为一名青年演
员，与恩师一起参加第一届评剧节，当
她演出《黛诺》选段时，掌声雷动，久久
不停……这个场景一直刻在曾昭娟的
心里：“我要对得起这个舞台，我要对得
起观众。”

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潋艳”二字，
就能看到天津京剧院实验团团长王艳

注册的公众号。公众号开设了四个专
栏，分别介绍京剧的历史、传统剧目、演
出动态、师生情谊等。她说：“过去京剧
的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近些年来，在
政府的推动下，传统艺术的演出环境和
市场向好，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接受程
度不断提高。”

青年艺人：观众是知己 倒逼好作品

天津人幽默豁达，语言类表演艺术
在这里生根发芽。25岁的河北姑娘李
优，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专业，在天津演
出脱口秀。不借助网络虚拟空间的粉
丝赚流量，没有饭圈，没有经纪公司介
入，她“火”了！

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中心主任
任博用票房佐证了李优的“火”：“以李

优为代表的天津脱口秀俱乐部演出票
150元一张，开票10分钟就能售罄。从
票房来看，李优应该是天津脱口秀的标
志性人物。”
“脱口秀”虽是舶来品，因与中国的

相声天生投缘，内容从生活拾取灵感，很
快受到青年观众青睐。与专业相声演员
不同，天津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几乎都
是兼职，有老师，有律师，有房屋中介销
售人员，有大学生，有外卖小哥，还有出
租车司机……表演内容大都是各自工作
领域或生活中的感受，非常接地气。

李优说：“天津有最好的观众，观众
幽默，逼着演员拿出最好的作品，观众与
演员台上互动，逼着演员提高舞台表演
力和反应。”

转自《光明日报》12月19日第1版

《光明日报》昨日刊文报道天津曲艺与时俱进——

瞧，津门这群文艺人……

本报讯（记者 张璐）科创中国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12月18日在天津正
式启动，一站式云服务平台上线运
营。科创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启
动后，将为广大企业和创新主体提供
一站式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加速高
新区科创要素集聚。

据了解，“科创中国”品牌是中
国科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一张新名片。滨海新区是中国科协
首批四个“创新枢纽城市”之一，科
创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是“科创

中国”品牌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的
创新示范，将有效推动科创全域要
素在知识产权产业生态体系中集
聚，进一步推动优势技术项目的转
移和成果转化，不断降低区域知识
交易成本，实现供需对接，构建配置
优化、运转高效的创新创业、创造新
生态。

据科创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主任高红霞介绍，科创中国知识产权
服务中心是聚焦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全流程、

全方位，实现知识产权服务供给能力升
级的公共服务载体平台。设有招投标、
专利布局、评议、导航、预警、评估、路
演、打新、交易、培训、金融、孵化等各类
服务产品，连接高校院所、供给库、需求
库及企业资本，打造联盟、数据、人才、
智库、基金和基地支撑体系。通过建立
云服务平台管理系统中的维权援助、培
训赋能、信息数据、成果转化、金融投融
资及代理服务，线下服务与线上云服务
相结合，构建知识产权全领域一站式管
理及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姜凝）作为2021国
际中文教育交流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12月18日至19日，以“新需求、新理
念、新路径——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汉语教学
学会第十四届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在
天津师范大学举行，中外专家共同研
讨交流如何实现国际汉语教育教学改
革创新、提质增效，为各国民众中文学
习和职业发展提供精准服务。

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每三年举办
一届。此次大会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成立“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语言理论
与语言教育研究分会”“标准与认证工
作委员会”“‘国际中文教育+中医药’专
业委员会”“国际中文教育学术交流与
出版专业委员会”5个分支机构，旨在通
过开展以汉语教师发展为中心的学术
研究、协作交流和教育培训等，推动中
文各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文教
学课堂的有效应用，加强国际合作、推
动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与认证成为国际
标准，丰富“国际中文+”系列内涵、促进
中国传统医学的世界认知，制定世界汉
语教学学会国际中文教育学术出版标
准等，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国际中
文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会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在中央民
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首都师
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
版）》、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科版）》、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学报（社
科版）》、延边大学《汉语学习》7大高水
平刊物上开设“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国
际中文教育专栏’”，以推动国际中文
教育领域学术研究，促进成果发表转
化，展现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学术性、前
沿性、实践性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效推
动国际汉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第十四届国际中文

教学研讨会在津举行
科创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在津启动

日前，和平区南市街某文化馆举行首届“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风故事展”，现场以

家庭故事、个人成长回忆、家族精神为主题，展出了承载着家庭风貌和家族精神的票证、手账

本、相册等老物件。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话家风
谈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