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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旗帜·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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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02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032120929 18 14

全国投注总额：360805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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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137注
887注

64340注
1413562注
7716388注

8618279元
198080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772160912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37期3D开奖公告

6 9 1
天津投注总额：81845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68注
664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从市人社
局获悉，今年以来，市人社局聚焦企业
所急所盼，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出台
了一系列“降缓返补”政策、引聚人才
举措、优化服务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蓄力发展。

降缓返补 打出助企“组合拳”

“我市制定《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
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类受疫情影响
的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
会保险费，并在全国率先推出扩大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
将缓缴范围扩大至17个困难行业。”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
底，已有1944户企业，14.80万参保人
员享受缓缴政策。同时，对房屋建筑、
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等领域建设
工程项目的施工企业，暂缓存储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目前已惠及1000余家

在建项目企业。
我市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实

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
将向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返还失
业保险费比例分别提高到 50%和
90%，助力的企业稳住员工岗位。社
保中心通过对失业保险参保缴费数
据、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数据、负面
清单等数据进行比对筛选，初步确
定符合条件的单位名单，实现了“免
申即享”经办，提升审核效率。截至
7月底，已向 13.42 万家企业返还失
业保险13.85亿元。

近悦远来 栽好引才“梧桐树”

2022“海河英才”专场网络招聘
季，在“北方人才网”上搭建平台，设置
“产业链专区”“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专区”“高校毕业生专区”，采用岗位
发布、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多种形
式，服务我市重点产业链、产业联盟用
人单位近1500家，发布岗位超过3万

个，收取求职者简历14.8万余人次，取
得显著成效。
“我们开展了‘科创企业评职称’

专项服务，聚焦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和‘十四五’期间拟申请科创板上
市的民营企业，对企业研发人才进行
分专业、分层级职称评价，解决研发
人才职称评价时‘原始职称低、发表
论文少、评审周期长’等难题，提升企
业创新实力，满足资本市场上市要
求。目前已累计评价企业54家、人才
892名。”据介绍，通过加大博士后创
新创业长效支持，依托南大国际人才
论坛、天大北洋青年科学家论坛开展
博士后校企联招，发布岗位500余个，
组织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直播带岗，
海内外2.6万人网上参会，应聘人数逾
千人；建立了青年科学家培育库，首批
1000名留津优秀博士后入库；为109名
首届全国博创赛获奖团队核心成员评
审认定高级职称；资助第五批“海河英
才”引进博士、博士后专项802人，联盟
人才占63%。

优化服务 按下解题“快进键”

我市已全面实施职称评审“免跑即
办”，实现了评委会在线抽取专家、申报人
在线答辩、评委专家在线评议投票新模
式，有效解决了因职称评审人员聚集带来
的疫情防控风险。同时，进一步优化申报
流程，应用电子印章、防伪二维码等技术，
实现了电子印章改革闭环，评审通过人员
可以足不出户在线自行下载、打印职称电
子证书和职称电子评审表，彻底实现“全
程一次不用跑”。通过“一网通办”职称评
审流程，2.9万人享受到“免跑即办”改革红
利，职称评审信息化水平领跑全国。
“我们录制了‘营商环境大讲堂’，通

过视频讲解我市失业保险助企纾困政
策、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及扩围
政策及经办、就业见习补贴政策、人社领
域包容审慎监管政策。”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视频已在我市营商环境专
栏面向全市企业播出，受到市政务服务
办和中小微企业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我市出台系列举措“降缓返补”、引聚人才、优化服务

助企纾困打出“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
市合作交流办获悉，我市通过选优派
强党政干部、专技人才组团帮扶、创新
选派农村党务工作者等举措，实现人
才支援“质”上升级、“量”上加力，使派
出单位与援派单位部门对口、职能对
接，将天津市乡村基层治理、乡村建设
“三美四乡”、科技助农“耕耘行动”等
经验机制与模式复制推广到甘肃省，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促
进乡村振兴。

我市新选派党政干部79名，总共
123名，同时组建专业对口、结构互
补、协同高效的帮扶团队，打造示范学
校、示范医院、示范园区等示范工程。
据了解，结合脱贫县人才需求，我市制
定了1068人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派计
划，力争在每个脱贫县打造1所教育
帮扶示范校（班）、1个津甘共建示范
园，在每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创建
1家医疗帮扶示范医院；同时选派驻
留6个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638人，

组织23家三甲医院向麦积区、舟曲县等
8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区）人民医院
选派医院管理人员、医疗专家等41人，
通过“院包科”“师带徒”“组团式”医疗帮
扶，帮助甘南州人民医院晋级三级乙等
综合医院。

在选派444名教师、403名医生的
基础上，我市增加选派52名园区管理
人才、46名城乡管理人才、39名农业技
术人才，丰富专技人才的专业和领域，
推动津甘两省市在各领域交流互鉴，助
力脱贫县在多领域提升治理能力与服
务水平。

以津甘两省市联合打造的乡村振
兴示范村为重点，我市还从涉农区选派
34名农村党务工作者，分别到乡村振兴
示范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配合抓好
村党组织建设、完善天津帮扶资金使用
管理机制、高水平谋划实施乡村振兴项
目，搭建津甘两省市村（社区）、企业互动
交流的平台，协助示范村推广积分制、清
单制、数字化等乡村治理方式。

助力甘肃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人才支援“质”上升级“量”上加力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通讯员 刘

成毅）在“9·5”档案开放日来临之际，
市档案馆依法选取5万余件馆藏历史
档案向社会开放。据悉，此次开放馆
藏历史档案涉及天津货物税局、天津
直接税局、天津特别市公署财政局捐
务征收所、天津特别市财政局沿河沿
海船捐征收处等全宗历史档案共计
50993件。这批历史档案，记载了新
中国成立前天津工商业发展行情，税
务机构设置，船捐、货物税、直接税等

税收情况及稽征条例办法等税务领域历
史进程，对研究天津近代税务发展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同时，市档案馆充分利用“三个平
台”，民生档案“一站式”服务平台、民生
档案异地跨馆利用服务平台、全国档案
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婚姻、知
青、学籍等民生相关档案查询服务。通
过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定
期开放公布档案，使档案利用更好地服
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局、
市教委、市财政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我市普通高校（含

民办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
院校）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
的毕业学年全日制在校学生中，享
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
生、脱贫劳动力家庭学生（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
学生、残疾学生、在校期间已获得国
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特困学生，均可
向所在院校申请求职创业补贴。符
合多项条件的毕业学年学生，只能
按其中一种条件申请，不得重复申
领。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
每人限领一次。
2023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

放工作从 2022 年 9 月 5 日开始，至
10月31日结束。

本报讯（记者 余强）近日，滨海新
区海滨街道各社区开展“强国复兴有
我——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宣讲
活动。海滨街华盛社区组织社区未成
年人开展“喜迎二十大 童心向党 童
绘党恩”手绘环保袋活动，用画笔来表
达爱党爱国之情。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随后，大
家动起手来在帆布袋上进行创作。
孩子们手持画笔，自由发挥并神情
专注地在环保袋上涂抹，还有的小

朋友发挥想象，创作属于自己的作
品。原本简单的白色帆布袋，被点缀
一新，创作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童心向
党的图画，倾注了孩子们对党和祖国
的热爱之情。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运用手中的画笔

绘制出心中的“党”，表达了热爱中国共
产党、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怀。海滨街西
苑社区邀请四川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刘雅文，利用自身感受到的“小故事”解
读“好政策”，以接地气的语言，讲述身边
的好故事。

本报讯（记者 刘平）日前从民建
市委会获悉，自8月17日“思源·云图
书馆”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以来进展
顺利。截至目前，我市10个涉农区公
办中小学校中已有首批240多所学校
提交申请，待审核通过后即可拥有自
己的数字图书馆。

民建市委会通过调研发现，我市
虽然是经济发达地区，但由于教育资
源不均衡，涉农区和偏远地区乡村图
书馆、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建设还不
完善。为助力我市乡村文化建设，帮
助我市边远农村中小学师生和乡村
居民改善阅读条件、丰富阅读数量、
提升阅读质量，在市委统战部支持和
指导下，民建市委会积极争取，引进
“思源·云图书馆”公益项目。按照中
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民建市委
会、智秦数字出版集团分别与市教育
两委、市农业农村委签署的《天津市
“思源·云图书馆”公益项目框架协
议》规定，将向我市涉农区1112所中
小学校、涉农区3520个村委会，共捐

建4632所数字图书馆，每个图书馆配
置 3 万册数字图书，总价值 1.3896 亿
元，供学校师生和乡镇街道村委会居民
永久免费阅读使用。

据了解，“思源·云图书馆”公益项
目是在民建中央大力支持下，中华思源
工程扶贫基金会联合智秦数字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并设立的，以让
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的数字图书馆为
愿景，旨在通过为教育系统、文化系
统、基层等相关单位捐赠数字图书馆，
改善乡村中小幼学校及民众的阅读条
件。每所“思源·云图书馆”将配备3万
册左右适读书目，通过受助单位的微
信公众平台云图书馆入口或H5云图
书云图书馆端口访问，在电子屏、电脑
设备、移动终端使用。阅读书目主要以
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中小学生阅读书
目为指导，包括适合中小幼阶段的数字
教材、课内外读物、数字绘本、动漫、音
视频、AR、VR等内容。截至目前，该项
目已向全国多个地区捐赠援建上万所
“思源·云图书馆”。

■本报记者 陈忠权

眼下已进入秋茬蔬菜栽种季节，
在武清区河西务镇小沙河村兴有果蔬
种植合作社温室内，育苗床上生长的
黄瓜、番茄、辣椒、茄子等多种蔬菜苗
一片碧绿，作为理事长的郑学伟正带
领100多名员工忙着育苗，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

郑学伟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大
学毕业后的第三年，看到家乡发展的
潜力，她与丈夫一起返乡创业。当地
虽然是传统蔬菜之乡，但生产技术相
对落后，特别是利用温室进行集中育
苗更是空白，严重影响蔬菜生产，她暗
暗下定决心为乡亲们育菜苗。她和丈
夫一边外出参观学习，一边请教农业
专家，刻苦学习钻研现代蔬菜育苗技
术，逐渐掌握了育苗的技术要领。

2015年，郑学伟成立了天津市兴有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全身心投入蔬菜
育苗事业中去。合作社从起初的10个
育苗温室，逐步发展到目前的60多个育
苗温室；育苗产量从起初的每年500万
株，增加到目前的每年2000万株以上，
品种多，质量好，深受农户们的好评。
郑学伟还打破传统人工育苗模式，引
进现代化播种流水线，提高了生产效

率，培育出的优质菜苗不仅满足本地
需求，还销往山东省、河北省等地。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郑学伟始终
牵挂着困难群众。她把最新、最优的
蔬菜苗给困难户们种植，并提供先进
的蔬菜种植新技术，帮助困难户们种
好蔬菜，增加家庭收入。

新冠疫情暴发后，郑学伟克服困
难坚守蔬菜育苗岗位。受疫情影响，

负责嫁接的技术工人滞留外地，无法返
回武清。在做好疫情防护前提下，郑
学伟积极组织并精心指导当地50多名
员工掌握嫁接技术，及时进行育苗，保
障了菜农们春季正常种植。同时，她还
主动申请成为天津市“菜篮子”保供基
地，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抢种速生叶菜，
让市民吃上优质新鲜蔬菜。在疫情防
控期间，郑学伟主动向村里卡口值勤人
员捐赠棉大衣，并给养老院捐赠了爱心
蔬菜。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郑学伟先后荣
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天津市农
业农村创业带头人”“天津市农广校优秀
培训教师”“天津市农技推广服务特聘农
技员”等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理想就是

多育苗、育好苗，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乡
村振兴幸福路。”郑学伟说。

本报讯（记者 张清）从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获悉，近期，市委宣传部、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天津警备区政治工
作局、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将联合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第三届“天津最美退
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

活动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
题主线，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培树典
型，讲好退役军人故事，展现退役军
人风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活动
将分阶段推进、分步骤实施，主要由
工作部署、遴选典型、发布宣传、学
习实践等环节组成。前期，围绕展
现新时代退役军人的奋斗情、时代
魂，遴选20名“天津最美退役军人”，

人选名单会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网站
公示。之后，将举行“天津最美退役军
人”发布仪式，广泛宣传报道“天津最
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形成舆论宣传
声势，扩大活动吸引力、感染力、覆盖
面和影响力。
各区和退役军人比较集中的单位要

围绕学习宣传“天津最美退役军人”，开
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讲感人故事、谈
学习心得、话使命责任，引导广大退役军
人和干部群众不断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
精神营养，把学习宣传活动焕发的政治
热情转化为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的实际行动，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走进“9·5”开放日 了解近代税务史
市档案馆开放5万余件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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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幸福路
——记武清区兴有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学伟

这些高校毕业生

创业可领补贴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各社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小画笔绘出爱党爱国情

“思源·云图书馆”公益项目在津进展顺利

240多所学校将拥有自己的数字图书馆

我市开展“天津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

讲好退役军人故事 展现退役军人风采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
日从天津石化获悉，载有3万吨
中海油锦州原油的“长航琥珀”
轮靠泊天津港，接卸上岸后转输
天津石化，这标志着“渤海油、天
津炼”流程全面贯通。
“渤海油、天津炼”实现了渤

海原油在天津就地开采、短程运
输和加工炼制，缩短海上运距，可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油气资
源自给能力，盘活天津海洋石油
资源区域优化“大棋局”。

照片由天津石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