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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5

旗帜·榜样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99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411232632 01 15

全国投注总额：368635154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注
256注
1769注
92541注

1564632注
8388954注

7480623元
9689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867860655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30期3D开奖公告

6 6 0
天津投注总额：78597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300注
453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本报讯 近日，人民网围绕天津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以《天津：以“四
高”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新局面》为题，通过文字、图片等
形式，讲述了海河儿女积蓄时代之潮、
勇担历史重任，向着美好生活新图景
阔步前行的目标和使命。
围绕“破旧立新，高质量发展亮点

频出”，报道指出，天津一手“破旧”，一
手“立新”。2017年开始，天津港下决
心关停汽运煤，投入近2亿元进行环
保改造；江天重工、轧三、天丰三家钢
铁企业顺利退出，辖区钢铁产能减到
1500万吨左右；主动关停2.2万家“散
乱污”企业。同时，继续大力实施制造

业立市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市，基本
建成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预计到
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
重达到25%，将成为天津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支撑。
围绕“勇当先锋，高水平改革开放

‘内外兼修’”，报道指出，天津推出“天
津八条”“民营经济19条”“助企纾困
15条”“服务市场主体36条”，以及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三年行动计划”、
“稳经济35条”等一系列“暖商新政”，
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营养
剂”。同时，积极“引进来”，2017年至
2021年，天津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近
4000家，实际使用外资238.5亿美元，

5年间引资规模屡创历史新高；大胆
“走出去”，2017年至2021年，天津共
设立境外企业机构529家，年均增速
达8.3%。

围绕“夯基垒台，高效能治理积
厚成势”，报道指出，静海区网格化管
理中心采用“1+4+N”模式，为全区
1100余户困难独居老人提供智能应
急救助服务。此外，深化社会治理创
新，建成智慧平安社区4305个；在全
国率先成立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一大批信访积案清仓见
底；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加强，公共安
全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天津正以
高效能治理为目标，让群众真切感受

到“天津温度”。
围绕“多点发力，高品质生活增进

福祉”，报道指出，5年来，天津累计新
增就业超过22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47449元，年均增长6.8%；每
年提前和延长供暖期，为36万户居民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房产证难题，完成
160多万平方米棚户区、9400万平方米
老旧小区、2.2万户农村困难群众危房
改造；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全面完
成，新建改造农村户厕64.4万个、公厕
4302座，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每
一项举措，都在用绣花功夫做实民生厚
实“里子”。

本报记者 李国惠 整理

本报讯 据新华网报道，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被赋予“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等定位的天津，近年来旗帜鲜
明喊出“制造业立市”，努力“打造我国
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
要策源地”，高质量发展之路转得艰难
但坚决。一条科技创新的“上扬曲
线”，勾勒出这座“工业大市”加速迈向
高水平“创新强市”的坚实足迹。

在极寒海域，来自天津的亚洲最
大最先进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正
进行吹填作业。中交天津航道局首席
顾问顾明说，经过十几年努力，《海上
大型绞吸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与产业
化》系列技术成果，荣获2019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并凭借该
技术最终建造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天鲲号”。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衡量科技水平

的“金杠杠”。这几年，这一大奖的天津
“榜单”逐年拉长：2018年8项、2019年
17项、2020年22项。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著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1》
显示，天津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达到80.88%，位列全国第四，居全国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第一梯队。
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天津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44%，居全国第三；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到1321亿元，同比增长超200亿元。
“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以用立

业’，持续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
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天津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对科技创新发出的
“动员令”掷地有声。

走进天津阿尔特汽车工程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纯太阳能汽车——“天津
号”甚是亮眼。它攻克了太阳能高效
转化、高密度储能、轻量化材料等多项
科技难题，集合了无人驾驶等47项先
进技术。
“天津号”是天津市推行重大科技

攻关“揭榜挂帅”的产物。近几年，像
“揭榜挂帅”这样的科研改革和政策密
集出台，有效破解成果转化难点堵点。

天津大胆向创新主体放权，赋予
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
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这激励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蔡韬等科研人员潜

心科研。蔡韬所在的团队去年在全球
首次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
这被认为是“从0到1”的重大突破。“6年
就干这一件事。没个底子托着，谁敢这
么干？”蔡韬说。

2020年以来，天津组建高端装备和
智能制造等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如今，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已
连接高校院所80家，聘请院士专家64位，
联系领军企业1600家，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460余项，新落地项目近400个，总投
资额300多亿元，对人才和项目的“虹吸
效应”加速显现。
创新为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上半

年，天津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4%。

本报记者 张璐 整理

人民网聚焦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向着美好生活新图景阔步前行

新华网报道天津科技创新

一条“上扬曲线”划出创新“津彩”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
市合作交流办获悉，我市今年以来全
面落实《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措施〉》部署要求，
帮扶甘肃省返乡回流脱贫劳动力，精
准开发就业岗位、加强劳务输转补助，
确保甘肃省脱贫劳动力尽快返工复
岗、就业增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截至7月底，我市帮助甘
肃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就近就业2.69万
人，其中新增就业0.98万人。

记者了解到，我市积极开发省内
岗位，促进就近就业，安排补贴资金
2201 万元，设置相关临时公益岗位
4831个；助力就业帮扶工厂（车间）发
展，安排扶持资金1500余万元，帮助
618个帮扶工厂（车间）完善基础设
施，解决订单不足、资金短缺、物流不
畅等问题，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81万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8084人。在此

基础上，我市鼓励引进企业吸纳就业，落
实产业合作奖补资金政策，向24家企业
发放资金补贴1800万元，引导落地企业
吸纳1557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并且在皋
兰县、景泰县等脱贫县试点打造返乡创
业示范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帮助返乡
回流脱贫劳动力在家乡创业。
此外，我市推动劳务协作对接，广泛

搜集天津及周边省市企业用工需求信息，
在天津劳务协作网实时发布、及时更新
“岗位供给清单”，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11.02万个；依托在甘肃省34个脱贫县设
立的劳务服务工作站，我市会同各县乡村
振兴和人社部门，深入了解返乡回流人员
中愿意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信息、能力水
平、务工需求，精准提供就业服务、推送岗
位信息，在甘肃省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
“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活动87场（次），发
放稳岗补贴、路费补助等近3000万元，帮
助农村劳动力实现输转就业4.59万人，其
中新增农村劳动力1.88万人。

我市聚焦甘肃省返乡回流劳动力

保就业促增收 坚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本报记者 王音

今年暑假，东丽区万新街道海颂
园社区策划的多场社会实践活动，受
到了社区儿童和家长们的认可。活动
搞得红火，得益于居委会与居民的充
分沟通。“海颂约吧”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约吧’就像流动的居委会，小到

跑冒滴漏、乱堆乱放，大到组织活动、
岗位对接，居民只要有诉求，都可以通
过这个平台沟通。”海颂园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王芳说。

海颂园社区是还迁社区，居民来
自6个村庄。从村民到居民、从平房
到楼房，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带来了种种问题。

想起初到社区时的情景，王芳历
历在目，“居民们把我围住，你一言我
一语，问题就像潮水一样涌来。当时
正赶上公共服务事项移交社区，很多
问题堆在一起，应接不暇。”
随后，王芳带领社区工作团队，当

起了6个村的联络员。一趟趟入户走

访、一次次交心谈话、一件件“烦心事”妥
善解决……社区干部真抓实干，群众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渐渐地，居民对社区
有了认可，对社区干部有了信任。
“沟通不畅会让矛盾加深，建立居民

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的机制，让居民
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人有地方找，
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王芳说。
经过一番摸索，王芳总结出了“矛盾

纠纷及时约、社情民意随时约、干群关系
定期约、公共服务精确约、文明风尚广泛
约”的“海颂约吧——五约工作法”。

通过“约吧”，坑洼不平的路面修复
了，卧病在床的老人享受到了入户医疗服
务，失业的居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工作台账上记录了每次与居民‘约

会’的沟通内容。能解决的马上办；不能
解决的‘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我们协调
相关部门跟进。”王芳说。

扎根社区工作15年，王芳把群众的
“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办，用心、用情
敲开群众家门，走进群众心门，成为了群
众信任的贴心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
名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与居民“相约”共议身边大小事
——记东丽区万新街道海颂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芳

本报讯（记者 王音）26日，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青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西青经开
区”）成立30周年，在产业布局、经济
发展、体制改革、培育特色产业等方面
取得的成果。

据介绍，西青经开区已构建以电
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高档生活用品五大先进
制造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驱动发展的“5+2”现代产业
体系，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截至目前，西青经开区已累计引
进企业4926家，其中世界500强48家；
经济总量和税收收入占到全区1/3以
上，外资利用超全区总量的一半。今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
346亿元，同比增长8.7%；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逆势增长23.8%；内资到位额
25.1亿元，同比增长24.3%。今年上半
年，新增注册企业175家，其中外资项

目8个，内资项目167个。
2021年，西青经开区完成管理运

行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后实行“管委
会+公司”运作模式，西青经开集团定
位为专业园区运营商。在做强做优区
域建设开发、园区运营、城市服务及公
共事业四大主业的同时，逐步拓展资
产经营、产业投资、金融服务等业务。
2022年，西青经开集团营业收入8.6亿
元，总资产达到了145亿元，成为西青
区国有龙头企业。

西青经开区抓住国际半导体产
业重要战略窗口机遇期，着力培育壮
大集成电路产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
制造、封装测试等领域，主动融入全
球集成电路产业链和创新链，以链集
群、以群固链，着力构建产业生态。
园内汇集了中芯国际、恩智浦、灿芯
半导体等151家链上企业，今年以来
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达到 155 亿
元。西青经开区已成为我市目前唯
一的集成电路生产基地和天津市半
导体集成电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所
在地。

西青经开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樊晓

慧）26日，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
室向社会通报两年来天津公安机关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为指引，
夯实平安根基的新担当、新作为。
据介绍，两年来，我市公安机关坚

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强化忠诚教
育，狠抓正风肃纪，严格民警队伍监督
管理；坚持以赞励警，引导全警赓续红
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建功新时代。
两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坚持重拳出

击、露头就打，高压严打各类突出违法
犯罪。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2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11个，涉恶犯罪团伙16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845起，抓获嫌疑人
264名；深化“雷霆”“云剑”“断卡”“断
流”行动，打掉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团伙
372个，抓获嫌疑人55717名，紧急止付
资金24.32亿元，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
同比下降35%；全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犯罪，攻坚现案、起底积案，共破获刑事
案件787起，抓获嫌疑人1129名；深入
开展“昆仑”“药品重点攻坚”等专项行
动，侦破环食药和知识产权领域刑事案
件2014起，抓获嫌疑人2686名，有力守

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以“防”止“战”，将风险消灭于萌

芽。两年来，为了一方安宁，他们把安
全风险防控挺在隐患前面。深化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铁拳”
“零点行动”等专项行动，对事故隐患点
段、堵点乱点、两类设施隐患、高风险运
输企业等“四类风险隐患”完成整改，查
处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涉牌涉证等
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53.9万余起，
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数、死亡人数呈逐年
下降趋势。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禁放、打
击整治枪爆、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起
底大排查等专项任务，共查处烟花爆竹
违法犯罪893起，清查收缴烟花4.3万
箱。发布助力我市夜间经济发展六项举
措，开展规范全市娱乐服务场所经营秩
序专项行动，破获相关案件1438起，抓
获嫌疑人1922名。推动全市中小学校
一键报警、视频监控与公安机关双链接，
报警信号派出所和分局接警中心同响
应，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
升；推动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实现驻院警
务室建设、保安人员配备、一键报警连
接、入院人员安检“四个全部到位”。

市公安局向社会通报两年来天津公安“担当之为”

夯实平安根基 建功新时代

日前，主

题为“诗书继

世长”——“人

生百味—似水

年华”家风家

史主题文化展

在水上公园盆

景园举行，集

中展示了中国

经典家训家

书、优秀共产

党员感人事

迹，以及我市

的优秀家庭文

明风采。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上接第1版）

今年5月，人民网面向全国职教
院校学生启动了讲读《人民日报》活
动，帮助3000万名学子读懂中国、读
懂时代。“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对党媒党
网的本质要求，必须注重把制度优势
转化为综合优势。”叶蓁蓁说。

互联网汇聚经济社会海量数据，
社情民意能够得到充分展示，为加强
党的领导、更好服务人民提供了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的科技支撑。叶蓁蓁
介绍，人民网承建的传播内容认知全
国重点实验室，正在努力研发计算机
对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的
认知智能，努力打造数字时代的“国
之重器”。

互联网赋能个体、广泛连接，这
为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提供了

充分便利。“人民网有个领导留言
板，是专门为中央部委和地方党委
政府搭建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10年
来已促成 300多万件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获得回复办理，成为我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典型实践案例。”叶蓁
蓁还特别提到，“这个留言板在天
津尤其得到重视，天津各级党委政
府的回复办理工作始终在全国名列
前茅。”

完善治理共建美好网上精神家园

“作为社交媒体，我们深刻认识到
网络文明建设、网络生态治理已成为

一项重要且迫切的课题，需要各方协
同共治。”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在主
题演讲中说。

王高飞介绍，微博持续探索建立
和谐健康的社区氛围，打造多方共
建、全民共享的良好社区环境。在
2012年推出了微博社区公约和社区
信用积分制度，持续推进社区治理。
去年以来，微博开展了一系列“清朗
行动”，从内容生态到产品机制，从技
术模型到算法肌理，由内而外进行了
优化革新，以全新姿态维护平台网络
生态。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主张

用户自觉维护社区讨论氛围，引导用

户使用真实身份进行理性发言，对自己
的言行负责。”王高飞说，遵循这一逻
辑，微博陆续上线了一键防护、IP属地
明示和个人主页展示评论功能，并面向
大众稳妥、分批发布公告，取得了良好
效果。

网络文明是时代的呼唤。“我们还
要充分利用好‘放大器’属性，激发澎湃
社会正能量。”王高飞介绍，经过10多年
的深耕，微博上20多万个政府和媒体账
号已成为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重要
窗口，年阅读量近3万亿次。社会时事
话题，80%以上由媒体主持。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微博将积极

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举全平台之力，加
强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生态建设，在网
络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
王高飞说。

（上接第1版）

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还广泛发动
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参与虫情调
查，做到“区不漏镇、镇不漏村、村不漏
田”，实现调查全覆盖，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预警、早防治。
我市涉农区在开展对草地贪夜蛾

监测防治的同时，还开展对水稻、高粱
等秋粮作物其他病虫害的防治。其
中，蓟州区在20万亩玉米田里投放玉

米螟天敌——赤眼蜂，防治效果良好。
在宁河区东棘坨镇稻田，宝坻区、津南
区、西青区等小站稻稻田，无人机防治稻
瘟病和稻飞虱正在进行。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继续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防治草地贪
夜蛾等秋粮作物病虫害，坚决打赢“虫口
夺粮”战，力保我市今年382万亩秋粮获
得丰收。

同心同力弘扬时代新风 共建共享网上精神家园

“虫口夺粮”保丰收

日前，在河东区津塘路上一家“中医药非遗珍藏馆 ”落成并对外开放。展馆面积

700余平方米，包括中草药标本间、中医药交流文化沙龙区、非遗展区等，通过展示让大

众近距离了解中药材，普及中医健康知识。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石晓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