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10号线亮点抢 看

昨日，工作人员进行开通前的准备工作，确保列车正常运行。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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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钢）由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出
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片《让这首歌作证》，已列入“礼赞新
时代、奋进新征程”——天津市迎庆党的二十大优秀电影展映片
单，该片今日在全国公映。

该片由王兴东编剧、丁小明执导，张傲月、王乐君等主演，故
事以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人民音乐家曹火
星创作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励全国人民为建立
新中国而英勇斗争的故事。

曹火星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
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舞蹈家协会主席，是我市文艺界
的优秀代表。该片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作出的
无私奋斗和英勇牺牲，深刻昭示了我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懈奋斗的历史担当，刻画了党的文艺工作者胸怀崇高理想、心系
祖国命运、融入历史洪流、谱写人民心声的光辉事迹。

影片用电影艺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像歌词中所写
“辛劳为民族”“改善人民生活”“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主题，弘
扬了主旋律，传递了正能量，是一部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的主旋律影片，也是一部表现天津文化辉煌业绩的电影作品。

讲述曹火星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故事

电影《让这首歌作证》今日上映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马晓冬）天津新一波消费券来了。昨
天10时，我市通过美团、大众点评App开始发放“津乐购”文旅消
费券，全国用户可领取酒店住宿、景点门票券，在预订天津当地相
关产品时进行满减抵扣。
“津乐购”文旅消费券由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

局等部门策划推出，以吸引外地游客来津旅游消费。此次文旅
消费券分为酒店住宿类和景点门票类。其中，酒店住宿类消费
券的满减额度包括：满300元减90元、满200元减60元、满100元
减30元；景点门票类消费券的满减额度包括：满200元减60元、
满100元减30元、满60元减20元、满40元减10元、满20元减5
元。消费券总计发放5轮，分别在11月17日、11月25日、12月
15日、2023年1月1日、2023年1月16日的10时开放抢券，每人
每轮可领取酒店住宿、景点门票券各一张。

本报讯（记者 刘平）7年、2555天、全区未成年人零犯
罪，这几个数字组合到一起，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光环。当
我们仔细透视这个光环时，会清楚地发现，和平区上下为
此付出的艰辛努力。

和平区关工委坚持以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活动为
抓手，加强组织推动、深化法治宣传、发挥“五老”作用、注重
源头预防，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从成立“创零活动”领导小组到积极探索专项联席会议
机制，从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到充实“五老”法治宣讲
队伍……和平区关工委高度重视“创零活动”，加强组织推
动，形成职能部门配合、“五老”积极参与、群众大力支持的
工作新格局。请检察官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参观检察院遵
纪守法展览，举办未检科开放日活动；携手法院开展模拟
法庭活动，使未成年人切身感受法律的严肃性。
“创零活动”的关键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深扎知法尊

法守法思想根子。和平区关工委坚持综合施策，注重教育
引导、创新载体、突出特色、营造氛围，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走

深走实。和平区关工委与市医师协会开展合作，邀请我市
援鄂医疗队英模人物，在万全小学、鞍山道小学、岳阳道小
学等学校举办以“学习抗疫英雄，厚植爱国情怀”为主题的
抗疫英雄事迹报告会，引导广大学生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在寒暑假期间，和平区关工委组织孩子开展“小鬼当家”
活动，通过小志愿者活动，使孩子了解社区“小社会”，增强
公德法纪规则意识。同时，和平区关工委发挥“五老”作用，
助力“创零活动”持续开展。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他们
在社区、学校共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170余场，使5000余
人次受到教育。

不同时期青少年行为心理呈现不同特点，和平区关工

委注重分析研判、源头预防，构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线。
区关工委联合区检察院、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市场监管委和
街道等，有效整治酒吧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着
力净化社会环境；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区法院、区检察
院选派56名优秀法官、检察官担任学校“法治副校长”，做
到全区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全覆盖。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将从一点一

滴做起，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力争
把法治精神传达给每一个未成年人，培养从小遵纪守法的
良好社会氛围，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平区关工委有
关负责同志表示。

和平区连续7年保持未成年人零犯罪

帮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天，天津海关向国家海洋博物馆移
交了一批执法中查没的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计392件。

天津海关副关长刘辉表示，此次移交的濒危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均为天津海关近几年在货运、旅检、行邮渠道截获
的。自2020年12月天津海关与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
海洋博物馆三方签订《执法查没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移交
框架协议》以来，国家海洋博物馆已累计接收海关移交的3个批
次、共3018件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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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乐购”文旅消费券发放

酒店住宿、景点门票可享满减优惠

疫情快报

11月16日0时至24时

新增73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1月16日0时
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73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感染者，3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70例为无症状感染
者。其中，外省来津货车司机5例，外省来返津人员16例。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2年11月17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666件，其
中：滨海新区2683件，和平区430件，河东区848件，河西区
839件，南开区963件，河北区663件，红桥区349件，东丽区
753件，西青区890件，津南区944件，北辰区1056件，武清区
878件，宝坻区954件，宁河区642件，静海区986件，蓟州区
733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
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
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
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
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天津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于台站—屿东城站）今
日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记者带您抢“鲜”看亮点。

突出“生态宜居”主线

天津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总体定位为“生态宜居
线”，在设计手法、装饰装修、文化艺术车站、特色主题车
站中均突出简约、大气、富有活力和生机的风格。

16座标准车站提取华北第一宅——石家大院的“人”
字形屋脊形态，表达人性化出行理念。5座特色主题车站
一站一景、亮点十足：江湾二支路站主题为“梅江春月”，弧
形方通使整体空间温暖向上；财经大学站采用墙顶柱一体
化造型，表达“立德树人”的理念；屿东城站结合桥园湿地
景观与桥文化生态，彰显“津桥律动”的寓意；友谊南路站
采用简约纯粹、内实外美的“裸装”风格，将本色之美发挥
得淋漓尽致；环宇道站广泛运用水流线条元素辅以灯光装
饰，两面总长近300米的《潞河督运图》全景呈现清代漕运
的繁忙景象，该站也成为天津地铁首座展现运河文化的主
题车站。

智慧列车安全畅行

天津地铁10号线采用B型车辆，整车以智能、安全、
节能、美观为设计理念，使用黄绿色为主色调进行装饰，
车体外观采用不锈钢无涂装本色，车体腰带融入海河的
波浪元素，整体线条明快、动感，内饰采用温馨的质感设
计，简洁、明亮。
列车配备蓄电池全工况自牵引系统、雷达辅助防碰撞

系统，有效提升运行安全性。车内空调采用热泵变频式空
调机组，侧向吹风的设计减少冷风对人体的直吹。此外，列
车还搭载了等离子空气净化装置、LCD电子地图显示屏、
LED光源智能调光技术等，一系列智慧元素为乘客提供更
加舒适的乘坐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地铁10号线列车首次加入手机充电
功能，在每节车厢的连接位置都设置了充电接口，能够满

足Type-C、Type-A等不同接口的充电需求。

联程优惠让利于民

天津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后，运营时
间为6时至23时50分，屿东城站首班车发车时间为6时
06分，于台站首班车发车时间为6时，屿东城站末班车发
车时间为23时12分，于台站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时30
分。工作日最小行车间隔为5分钟，周末及节假日最小行
车间隔为7分钟。

为配合天津地铁10号线开通，天津轨道交通线网管
理中心分别在10号线龙涵道站与9号线一号桥站、10号
线友谊南路站与6号线左江道站两个点位新增“站外换线
联程优惠”。乘客在龙涵道站与一号桥站、友谊南路站与
左江道站出站换线联程时，在不更换乘车介质的情况下，
30分钟内完成换乘可享受减1元的联程优惠。票卡本身
享受折扣优惠时，按照先减1元联程优惠金额，再叠加票
卡折扣进行计费。单程票和计时计次票不支持本次优惠
政策。

滨城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3000亿元
发挥先导区“头雁”效应 人工智能企业达500余家 力争年内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21年获批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
导区以来，滨海新区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起步，到纵深推
进、全面铺开，持续发挥先导区“头雁”效应。截至目前，全区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500余家，带动产业规模超3000亿元，
在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考核评估中排名第四。

滨海新区副区长张桂华表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已成为美丽滨城的靓丽名片，滨海新区持续攻坚核
心技术、挖掘应用场景，探索形成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的“天津（滨海）模式”；同时，以打造世界级先
进制造集群为使命，建设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
的主要策源地，建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力争年内
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

记者了解到，滨海新区已组织两批企业参与工信部人

工智能揭榜挂帅任务、一批企业参与工信部和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揭榜，对已完成揭
榜任务的2家企业给予近4000万元支持；为正在进行揭榜
任务攻关的12家企业建立台账，按照项目进展及时给予资
金支持和政策帮扶。

立足智能制造、智慧港口、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
民生五大领域，滨海新区打造近300个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中新生态城
智慧城市等10个项目入选工信部智赋百景。如今，滨海新
区已成为全国信创产业链条全、产业聚集度高的区域之

一，信创产业相关企业约1200家，全年营收约900亿元。在
此背景下，滨海新区发布先导区公共服务平台，以“人工智
能+超级计算+信创”为特色，为人工智能开发打造“算力、
算法、数据、开发工具”一体化支撑环境，用人工智能技术精
准赋能中小企业转型。
“目前，在滨海新区，多领域技术攻坚取得突破、高水平

应用场景不断涌现、代表性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一站式服务
平台上线运行。”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刚透露，
我市接续智能制造专项政策的《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制造业立市若干政策措施》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未来5年，将从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提升创新能力、强化
要素保障等方面，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中，对揭榜入围
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帮扶，这样的支持力度在全国
首屈一指。

新闻发布厅

天津海关移交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392件进入国家海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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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307期3D开奖公告

7 6 2
天津投注总额：88118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338注
1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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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32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33 26 32 18 01 03 04

全国投注总额：43998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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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3注
88注

1119注
62745注

1299834注
11232052注
7748628注

10000000元
6666666元
37081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698530418元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20000000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额：47689493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