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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3
月1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海河
传媒中心共同策划的“信仰之光——天津市首批红色资源名
录发布仪式”在梅地亚大剧院举行。
“近代百年看天津。”天津见证了东西文明汇流，也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
斗争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红色资源。为进一步发挥我
市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加大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力度，日前，《天
津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公布。首批名录包括重要旧址、
遗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类红色资源151处，重要档案、文献
和实物类红色资源92件（套）。

发布仪式以《信仰之光：天津1919～1949》主题宣传片开
场，分为“五四·星火”“淬火·砺剑”“抗战·烽火”“解放·曙光”
四个篇章，通过原创舞台剧、情景讲述、童声合唱、京剧新编、
诗朗诵、歌舞等多种形式，围绕我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
成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和纪念意义的物质资源与
精神资源，开展了一场天津红色资源文化之旅。

活动现场，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革命先辈在津开展革
命活动的生动故事，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催人泪下的革命事
迹，南开系列学校老校长张伯苓震撼人心的“爱国三问”，平津
战役“29小时”解放津城的天津方式，无不令在场的党员干部
群众和青年学生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红色资源是宝贵
的精神之源、生命之魂、发展之根。新时代我们将共同守护红
色资源，以信仰之光照亮未来之路。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组织开展更多批次红色资源名录的
发布工作，着力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让红色旧址成为党史“教
室”、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
同时，精心策划推出红色主题精品展陈，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
进课堂，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具有天津特色的红色主题教
育活动，让红色文化“活起来”“动起来”，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良性循环。

本报讯（记者 刘雅丽）旅游产业迭代升级，蓟州区如何推进
全新发展模式，为社会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实现更多村民致富增
收？作为农业大区，蓟州区的农业总产值今年能否突破百亿元大
关，并建好服务京津的农产品供应保障基地？深化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蓟州区又如何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3月13日8:00—9:00，市政府办公厅、市网信办、海河传
媒中心合作推出的《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见行动 看
效果——2023区长访谈”第十五期节目，邀请蓟州区区长张
建宇做客天津新闻广播和津云中央厨房直播间，谈思路、话
举措，回应群众关切。

届时，您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FM97.2 AM909）收听音
频直播。人民网、中国网、央广网、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知
乎、抖音、快手、微观资讯等中央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平
台，天津广播抖音号、天津广播视频号、津云客户端、津云抖音
号同步视频直播，天津广电网络导视频道和天津网络广播电
视台IPTV新闻专区也将播出节目专题视频。

本报讯（记者 王睿）日前，市应急管理局发布自然灾害风
险提示。聚焦天气和火险形势变化，我市高度关注森林火灾易
发区和室外高空悬挂物、农业设施，严格管控野外火源。

我市相关部门加强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及时上岗到位，落
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叫应机制；叫停高空作业，加固高空广告牌等
悬挂物以及农业设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注意天气变化，
远离高空广告牌、标志牌、森林火灾易发区、高压线缆等危险区
域；提高森林防火意识，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烧荒及野外焚
烧垃圾、秸秆，禁止随意扔烟头，发现森林火情、险情立即撤离避
险，并向当地政府、公安、消防及应急管理部门反映和寻求救援。

本报讯（记者 曲晴）3月9日，天津法院“津法党员之声”
宣讲队赴联勤保障部队天津康复疗养中心开展“学习党的
二十大、团结奋斗铸辉煌”系列主题宣讲会进军营活动。在
将近两个小时的宣讲过程中，现场听众仔细聆听，认真做着笔
记，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天津法院“津法党员之声”宣讲队成员用一个个贴近生活
的案例，普及民法典相关常识，并以“坚持真理忠诚于党、依法
治国躬身实践、心系人民造福百姓”为主要内容进行宣讲，传
播党的声音，凝聚团结力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
大家表示，这是一场难得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领会了推进依
法治国方略、绘制法治中国画卷的重要意义，要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贡献力量。

我市发布自然灾害风险提示

理论宣讲进军营

区长访谈第十五期13日播出

以信仰之光照亮未来之路

我市首批红色资源名录发布

“春意新生”踏青消费月启动 商旅结合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以花为媒 在津城享春日盛宴

2023年“海河英才”高校专场招聘系列活动启幕 岗位量广质高对毕业生吸引力强

60家重点用人单位组团揽才

滨海新区首场生物医药专场招聘会举行

“沉浸式”“场景式”招聘吸引中高端专业人才

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开启城市更新项目 城市发展见证者用镜头留存时代记忆

施工方开出“协调费”后意欲讨回“经办人”也闹上法庭讨要欠费

法院：违背公序良俗 驳回双方请求

2023年研考国家分数线公布

“调剂服务系统”4月6日开通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天，2023“春
意新生”踏青消费月暨“桃柳春色，游购红
桥”运河桃花消费节启动仪式在红桥区水
游城举行。活动期间，我市各大商超、餐饮
企业、家居卖场等结合踏青、露营、运动、赏
花元素，开展优惠打折、春季新品发布等促
销活动，为市民奉献一场春日消费盛宴。

自月初开业以来，水游城中一家“网
红”提拉米苏店迎来众多“打卡”顾客，市
民穆女士告诉记者：“我之前在网上看到
这家店的宣传，赶上周末正好过来尝尝。”
据该门店店长介绍，近期，这里的团购促
销活动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在运河桃花消费节期间，我们推出

了团购券、餐饮打折等优惠。我们相信，
与各景区的互动可以给商业体带来更多
客群资源。”天津水游城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方芳表示，今年以来，水游城通
过引进品牌新店、举办主题活动等方式活
跃市场，目前，商场客流和销售情况已经
超过2019年同期。

据红桥区商务局局长张凌介绍，此次
运河桃花消费节聚焦游、购、娱、食四大板
块，为了给消费者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桃
花堤、西沽公园和西北角商圈之间开通了
巴士，将景点、商业体串连起来。此外，红
桥区还将通过举办文创市集、美食节等方

式，聚焦运河文化、讲好红桥故事，打造可
吃、可玩、可娱、可乐的运河桃花消费节。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将商贸

和文化旅游紧密结合，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除红桥区外，南开区水上公园、和平区五大
道以及蓟州区、滨海新区的多个地区都迎来

赏花期，周边各大商贸流通企业将以花为媒，
开展折扣、满减促销，并举办春日市集、樱花
音乐节等特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2023年“海河英
才”高校专场招聘系列活动吹响引才号
角。近日，市人社局携手60家重点用人单
位，奔赴山东省威海市，在山东大学（威
海）、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两所“双一
流”高校举办高校校园双选会。
“我们今天带来很多核心技术岗位，

通过与学生沟通，感觉学生的综合素质非
常不错，匹配度也很高。”新松机器人公司
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和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在山东大学
（威海）招聘活动现场，公司人力资源部部
长赵彦松告诉记者，“这次活动为企业和
学校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有效助力企业
‘抢夺’高校人才。”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海河英才”政策
宣讲会，介绍天津最新的引才政策和发展
情况，进一步提升高校毕业生来津发展意
愿。“天津招聘团带来的岗位量广质高，对
毕业生有很强吸引力。”山东大学学工部
副处长孙丽霞表示。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招聘现场，

提前20分钟，学生们就已排起长队。通过
前期在学校就业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
不少提前了解招聘单位情况的学生直奔
意向单位咨询，投递简历。中国汽车工业
工程公司招聘展位前排起长队，一位材料
专业学生表示：“这家公司在业内有影响
力，提供的多个岗位都和我的专业契合。”

据了解，共有1700余名学生来到现场，投

递简历800余份，很多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入职
意向，将于近期来津进行二次面试交流。
“威海市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我们选

定山东大学（威海）、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两所重点高校举办招聘会，主要是其学科特
点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求方向。我们精选
了57家12条产业链重点企业、产业人才创新
创业联盟成员单位、大型国企、高校科研院

所等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创新动能强劲
的重点企事业用人单位参与活动，提供机械
工程、材料工程、电气自动化、计算机、软件
集成电路、经济管理等职位400余个，高校毕
业生需求超过2000人。”市人社局人才开发
处处长王守成介绍，继威海站之后，市人社
局还将赴山西省、陕西省和北京市的重点高
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璐）3月11日，滨海
“药”人——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企业中高
端人才专场招聘会在天津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以下简称“津药联合院”）举
行。津药联合院在实验楼一楼大厅和生
物医药产业展厅分别设置招聘展台，采用
“沉浸式”“场景式”招聘形式。“产业展厅

里的招聘会”让求职者一边寻找合适岗位，
一边了解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据了解，这是滨海新区今年首场生物医
药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康希诺、凯莱英、丹娜
生物等40家京津冀企业，提供需求岗位960
余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唐山师范学

院等10所津冀高校应届毕业生和社会化中
高端专业人才，共计1300余人参加。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毕业生中，硕博士研
究生占53.1%，同时，招聘会吸引来自京津冀
社会化中高端专业人才近400人。据统计，在
此次招聘会上，现场企业接受简历5300余人
次，与企业达成初步求职意向1500余人次。

■ 本报记者 黄萱 照片由甄琦提供

今年，闲置了3年的天津第一机床总
厂将迎来革新，成为我市又一地标。从
“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展现工业魅
力。作为专门拍摄城市更新的摄影师，甄
琦来到这里，领略厂房的风采，用手中的
相机为这里留下记忆。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始建于1951年，是
新中国从事专业齿轮加工机床研发制造
的基地，是新中国独家生产弧齿锥齿轮系
列成套加工机床的厂家，也是新中国机床
工业骨干企业之一。占地面积26万平方
米的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是新中国机床行
业“十八罗汉”中为数不多保存下来的厂
房之一，堪称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活化
石”。2014年，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西
青区，旧址于2020年整体闲置下来。

对甄琦来说，这次的拍摄难度挺大。
“我平时主要是拍摄一些新建的建筑，这

一类老建筑从未涉及。我是‘80后’，对这里
不是很了解。我希望拍出一些好作品，与大
家分享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

初入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那种力量与美
的相互交织，让甄琦十分震撼。踏入金工二
车间，那种庞大、壮阔的感觉只有身在其中
才能体会。车间里非常宽阔，空气中弥漫着
老机器上的机油味道。阳光从屋顶破碎的
窗户照射进来，将锈迹斑斑的零件照耀得无
比动人。“这里每一分钟的画面都是不同的，
对于摄影人来讲，这就是无限的创作欲望。”
甄琦感叹。

两个多小时的拍摄，让甄琦仔细体会了
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风采。照片制作完成
后，甄琦发布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有近万人
浏览。甄琦欣喜地看到很多当年厂里职工
的留言，“当年总去一机床礼堂看电影，坐椅
是木竹板的，一放下坐椅就听见礼堂内噼里
啪啦一通响。”“一机床礼堂后来改成超市
了，再后来超市倒闭就空置下来。”“一机床

存放自行车的车棚子还在，那时的工人都骑
自行车，上下班高峰，厂门前的场景很是壮
观。”这些充满时代感的留言十分生动。

天津是甄琦母亲的故乡，他在天津出生，
在内蒙古赤峰长大。小时候，甄琦几乎每年
都要随母亲回姥姥家，因为喜欢天津所以后
来选择考进天津的大学，毕业后定居在这
里。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甄琦拍摄的天
津风光照片在一个摄影大赛中获奖，极大地
激发了他拍摄天津的热情。10年来，甄琦几
乎拍遍了天津的每个角落。平静的海河、古
色古香的文化街、文艺的五大道……被他一
一用镜头记录。他说，城市摄影师就是城市
发展的见证者。

天津泰达融宇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是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城市更新项目的
建设方，在整体规划中，最令人期待的是机
床博物馆。未来，厂区内保留下来具有历史
感的机床都将存放到博物馆里，向市民展览
展示。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通讯员 张晓斌

在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过程
中，为了排除可能遇到的非法阻碍，一公
司支付了“协调费”，后来又告上法庭意欲
讨回。不料，对方也告上了法庭，讨要尚
欠的部分“协调费”。津南法院前不久经
审理认为，通过给付“协调费”的方式推进
工程项目开展，违背公序良俗，于是驳回
双方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原告某工程公司主张，2017

年至2021年，在该公司承揽位于津南区的一
项光缆铺设工程中，由刘某协调解决该公司
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人为阻碍。该公司
共向刘某支付“协调费”20余万元，还出具了
20万元“协调费”欠款凭证。后来，该公司认
为，“协调费”系不当得利，请求法院判令刘
某返还。随后，刘某也将该公司告上津南法
院，要求该公司继续支付尚欠的20万元“协
调费”。

津南法院认为，原告作为依法成立的法
人，在正常工程活动中，对可能遇到的非法

阻碍更应熟知通过相关部门依法维权，而其
却通过给付“协调费”的方式推进，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相悖，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明知
无给付义务而给付，无权主张返还。

至于刘某诉该公司一案，津南法院认为，
刘某所称协调实系凭借个人关系打点处理施
工过程中遇到的非法阻碍，既有违公共电信
设施建设秩序，也不符合加强公共电信基础
设施建设和保护的价值导向，由此产生的负
面效应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违背
公序良俗，于是判决驳回双方诉讼请求。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教育部
近日部署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同时发布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
要求》（国家分数线）。根据有关规定，各招生单位将在国家分数
线的基础上，自主确定并公布本单位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
求及其他学术要求。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网上调剂意向采集系统”将于3
月31日开通，“调剂服务系统”将于4月6日开通。有调剂意愿的考
生需密切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届时登录调剂系统和招
生单位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调剂志愿。

区

滨海新区

和平区

红桥区

河西区

河北区

南开区

河东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蓟州区

武清区

宁河区

静海区

宝坻区

名次

——

1

2

3

4

5

6

1

2

3

4

1

2

3

4

5

考核结果

92.76

94.37

94.10

93.60

93.59

93.47

93.20

94.29

93.42

93.18

91.67

94.08

92.74

92.53

92.14

92.00

部门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水务局

市通信管理局

市城投集团

市旅游集团

市路灯管理处

考核结果

94.10

94.54

94.20

94.52

94.29

93.81

93.16

94.87

95.47

94.80

2月份城市管理综合考核结果公布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3年3月10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3027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710083222 33 08

全国投注总额：405939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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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
88注

1665注
79112注

1410908注
15748363注

8409682元
24216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887143965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3061期3D开奖公告

2 3 5
天津投注总额：1327310132731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844注
1846注

1400元
230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派奖奖金余额6065737元

随着气

温 不 断 回

升，北运河

畔 柳 树 吐

新，桃花渐

次开放，一

幅 五 彩 斑

斓 的 春 日

美景图正徐

徐展开。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假如生活欺
骗了你
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30 宝乐婶的烦
心事
20：45 青春有腔调

天视3套（104）

19：00杀狼花
22：00人活一张脸

天视4套（105）

18：10 家居大变身
21：00 错爱2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20：10 百医百顺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天津卫视

19：30 假如生活欺骗
了你（22、23）

■黎阳的大学同学陆
长会调到黎阳单位工作，
凭借上级关系和基层工作
经验，成为黎阳竞争副局
长的有力对手。二人叙旧
中，陆长会坦言大学时代
曾追求真真，并话里话外
透着敌意，挤兑黎阳。真
真生意做得很顺利，她劝
黎阳下海经商，黎阳却一
门心思在仕途上。

21：20 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迎来一
对情侣求职者。徐韬
越，21岁，曾学习表演专
业，寻求主播，演员，活
动执行或公关接待的实
习岗位。刘玉畅，23岁，
曾学习戏剧影视美术设
计专业，寻求概念设计
师的岗位。

文艺频道

18：30 宝乐婶的烦心
事（5—7）

■海洋开荒坡迁祖坟
集约用地的想法得到了乡
长的支持，姜长喜无奈组
织村里迁坟。迁坟一事遭
到了小算盘等一些村民的
反对。海洋劝父亲带头迁
坟，吴老大不理解，将他赶
了出去，海洋长跪想感化
父亲，结果冻僵了身子，被
金花搀回家。

都市频道

18：10 家居大变身

■装修套路多，如何
才能不“上套”？水电施
工报价方式五花八门，按
“点”收、按“米”收，甚至
还有全包的。专家说，各
种报价都可能有“坑”。
隐蔽工程的“隐形陷阱”
该如何规避？如何收费
才更合理？关于家装中
如何避“坑”，请您关注本
期节目。

21：00错爱2（22、23）
■小军从存折中取

了 1000 元钱，买了几把
片刀。小梅看见了，问他
为何要带这么多刀。小
军说这是留着削铅笔的，
并警告小梅不许将此事
告诉父母。小梅等小军
走了以后便哭了出来。
梅雨歌和路治平闻声出
来，几经盘问小梅才说出
了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