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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Special Report

为更好地凝聚高新区归侨侨眷力

量，不断提高高新区服务侨企发展水平，

做好试点和带动，在天津市侨联、滨海新

区区委统战部的指导下，经高新区党委

批准，高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9月

23 日，高新区召开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

大会暨“侨胞之家”揭牌仪式。

选举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成立大会前召开了高新区第一次归

侨侨眷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吴强、吴正

斌、胡晓鲁、黄劲松、翟冠林为高新区侨

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随后召开高新

区侨联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选举吴正

斌为高新区侨联主席，胡晓鲁为侨联秘

书长。

将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智

在成立大会上，市侨联相关负责人

强调，高新区侨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实践

要求，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凝聚广大归侨

侨眷、华人华侨的思想共识，进一步增强

理论自觉，坚定理论自信。要聚焦中心

工作，服务发展大局，落实好党的侨务政

策，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智，把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

来、发挥出来，助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宗旨意识，充分发挥好桥梁和纽

带的作用，提高为侨服务工作水平，创新

服务方式，打造品牌活动。要夯实工作

基础，提高工作水平，不断加强高新区侨

联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以

党建带侨建、以侨建促党建，探索党侨共

建新模式，构建侨务工作新平台，提升为

侨服务水平，拓宽统战工作覆盖面。

滨海新区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高新区侨联在开展工作中要努力做

到“四有”：在政治把握上要有高度，始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画好最大“同心圆”；在队伍建设

上要有力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侨联干部，

把侨联组织打造成凝心聚力、服务发展

的重要平台；在服务群众上要有温度，使

高新区侨联成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及

留学人员可依赖的温暖之家、团结之家、

奋斗之家，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侨海人士

的桥梁和纽带；在工作拓展上要有深度，

要以“侨”架“桥”，以引资引智助推发展，

努力把高新区、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打

造成侨海人士向往之地、集聚之地、创业

之地和发展之地。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强调，高新区侨

联要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引领作用，要自

觉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加强

对侨界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要不

断提高工作水平，真正做到“群众工作、

参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络”，组织广

大侨务人员积极参与经济事业、社会事

业。希望高新区的归侨侨眷及各侨企要

发挥广泛联谊优势，宣传推介高新区，讲

好高新区的好政策、好环境、好故事。

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智 助推高质量发展

高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
■ 时报记者 牛婧文 报道

近日，天津市公布“天津青

年科技奖”获奖名单，天地伟业

技术有限公司 CTO、研究院院

长薛超上榜，成为全市唯一的高

科技企业入选代表。

“天津青年科技奖”由市委

组织部、市人社局、市科协联合

设立，旨在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

界科技前沿的青年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表彰奖励在国家和天津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科技创新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

才，引导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积

极 参 与 建 设“ 五 个 现 代 化 天

津”，全市共有 20 名杰出青年获

此殊荣。 记者 牛婧文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9月21日，按照滨海

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总指挥部统一部署要

求，高新区党委、管委会各部门及派驻机构全体

干部职工、社区志愿者、居民群众、学校师生400

余人，分别来到华苑科技园的康达尚郡小区、渤

龙湖科技园的航天城小区和建工新村菜市场，

共同参与以“天津是我家，建设靠大家”为主题

的滨海新区学雷锋志愿服务日活动。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新区通过多次

开展不同主题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

“全民参与，共享共建”的浓厚氛围，不仅提高

了高新区居民、职工的幸福感，还为高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保障。

为高新区发展提供有力精神保障

“学雷锋志愿服务日”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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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

滨海高新区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以“70周年大

庆”“美好发展”为主题进行

创意设计，在区域主要路口

布置了国庆花卉景观。

据悉，高新区通过景观

来提升国庆的喜悦气氛，以

70 周年标识、蝴蝶、彩虹等

多种喜庆祥和的元素，在景

观布置中运用了多种类型

的大中型绿植和时令花卉，

烘托出喜庆的景观效果。

文/记者 牛婧文
图/记者 贾磊

路口添景观
国庆气氛浓

天地伟业CTO薛超
获天津青年科技奖

成为全市唯一的高
科技企业入选代表

■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加强对侨界群众的思想政治
引领作用
■ 真正做到“群众工作、参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络”，组织广大侨务人员积
极参与经济事业、社会事业
■ 发挥广泛联谊优势，宣传推介高新区，讲好高新区的好政策、好环境、好故事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近日，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作为共青团天津市委选派的2家优

秀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

行的2017-2018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授牌

仪式暨“青年文明号”接续奋斗故事分享会。

记者了解到，在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的过

程当中，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建设“四个一

流”政务中心为奋斗目标，大力推进学习型、服

务型、创新型团队建设，全体青年干部职工在

审批服务岗位上积极奉献青春和汗水，以实际

行动践行青年文明号精神，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增添动力。

全国青年文明号授牌仪式举行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参会取经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日前，高新区城环

局在渤龙湖科技园组织召开了《天津滨海高新

区存量企业污染减排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专家评审会。

高新区城环局主要负责同志对高新区发展

现状进行了简要介绍。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高新区城环局将根据专家组意见指

导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补充完善，结合两委要

求合理安排任务进度，分阶段对整改成果进行

评估，使高新区环境质量再上新水平，进一步促

进高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高新区组织专家评审存量企
业污染减排三年行动计划

促进环境质量再上新水平

演员阵容反响挺不错

从2017 年夏天宣布启动，乌尔善的

《封神三部曲》如今已走过了两年多的时

间，但说起影响力，日前首批主演阵容的

公布才算得上是第一个爆点，显然，强大

的演员阵容，以及角色海报中所展现的

定妆造型起了关键作用。黄渤饰演姜子

牙，费翔饰演商王殷寿，也就是纣王，李

雪健饰演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夏雨饰

演申公豹，于适饰姬发，以及尚未公布角

色的陈坤和坊间爆料的妲己饰演者——

周杰伦《告白气球》MV女主角nana，虽说

这样的组合并非大牌云集，但从实际人选

和定妆效果来看，还是得到了网友积极的

反馈。

其中，黄渤的演技有目共睹，此次又

是他继《寻龙诀》后第二次与乌尔善合

作，即便年龄上与72岁的姜子牙差距较

大，但仍成为人们期待的焦点。夏雨，同

样因《寻龙诀》与乌尔善结缘，片中他对

原著大金牙一角聒噪、胆小贪财又心存

良知的性格把握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这无疑也增添了外界对他所饰演的申公

豹的信心。李雪健的实力自不必说，而

作为蒙古和俄罗斯的混血，有着“周杰伦

MV 最美女主角”之称的 nana，如何展现

妲己美艳、邪魅的一面，同样也是影片的

看点之一。

创作理念不同于90版

经典翻拍，不论国内外一直是摆在电

影人面前的难题，超越90 版《封神榜》显

然有着不小的难度。对此，乌尔善显然有

着自己的考虑，从此前接受采访和各方的

消息来看，《封神三部曲》或许将呈现出一

种不同于《封神榜》的观感。

按照片方曝光的信息显示，此次的

《封神三部曲》将采取三部连拍的模式，

片名分别为《妖乱国殇》《魔道争锋》和

《封神天下》，第一部将于2020 年暑期档

上映，后续计划分别在 2021 年、2022 年

上映。乌尔善表示，希望给观众带来一

种新的理念，创作中融合了《封神演义》

和南宋话本《武王伐纣平话》的内容，并

参考古希腊悲剧三部曲的结构，重现波

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场面，还原三千年瑰

丽想象，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神话史

诗巨制。总体来看，不论从结构还是特

效、创意上，都与《指环王》系列非常近

似，这显然明显区别于 90 版《封神榜》，

重构经典无疑将成为乌尔善和《封神三

部曲》最重要的筹码。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晶）为迎庆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天津市第四届市民文化艺术节“我们

的节日”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已正式拉开帷幕，

自国庆前夕至长假期间，10项主题文化惠民

演出及相关活动将满足全龄层公众的文化需

求。9月27日起，“国庆欢歌”系列音乐会将连

演三天，10月6日群星剧院将上演由天津新越荟

带来的全新形式的越剧经典音乐会《红楼梦》；

群艺馆的本馆三个剧场也将在长假期间开设相

声、评书、讲座以及小型演唱会以飨市民。

朱丽代表硬核 温泉代表成熟

作为一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作品，李

念在《激荡》中刚一出场还是少女状态，特

别用刘海减龄也让“李念蘑菇头”登上了

微博热搜，李念也表示确实很喜欢这次的

造型设计，但比较遗憾的是，拍摄到第二

个月就开始了后期家庭主妇的戏份，来不

及减肥，所以给大家呈现了一个中年发福

的生活状态。李念复出之后作品不断，采

访中她也透露自己现在和未来几年都将

是正式工作状态。事实上，无论《远大前

程》中的露伶春，还是《都挺好》中的朱丽，

李念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谈及近期热度很高的三个角色，李念

也总结道：“朱丽是非常明事理的一位新

时代硬核女性，更多是担当着驯夫护夫的

角色；露伶春的话，命运大起大落，但对于

爱情和自由的追逐是最让我感动的；温泉

是一个从敢爱敢恨的小女孩，逐渐成长为

理性成熟的新时代女性。”

演员必须努力、努力、努力

最近圈内热度很高的话题当属“中年

女演员焦虑”问题，作为曾经远离工作多

年，但又成功归来的一位女演员，李念坦

言没有年龄危机：“因为我认为演员想要

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努力、努力、努

力。”而为何总能接到好戏，李念也有自己

的一套标准：“毕竟也有了一些生活阅历，

我想把作品演绎得更深刻一些，诸如《都

挺好》这种戏就在轻松诙谐中点透了很多

深刻的内容，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递

正确的婚姻观、事业观、家庭观，给后代一

些积极的影响。但是再重复过往同一类

型或者太单一的角色都不会考虑。”除了

关注角色的多样性，李念还对记者表示：

“演员就是什么都要尝试，只要对社会有

价值的，正能量的，都可以。其实我最挑

的是搭档和拍摄团队。” 时报记者 王晶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东方梦工厂携手美

国梦工厂联合打造的动画电影《雪人奇缘》将于

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日前该片在我市举行媒

体场点映。影片不仅在故事内容层面原汁原味

地再现了当代中国的生活风貌，传达了内敛含

蓄的情感和独特的“中式家文化”，还展现了如

梦似幻的中华美景。《雪人奇缘》讲述了居住在

繁华都市的几个中国少年偶然发现传说中的雪

人大毛，他们决定一起横跨祖国3000公里，护送

它回到珠穆朗玛峰的故事。途中虽历经重重惊

险，但在大毛的陪伴下，小伙伴们不断学习从友

情中汲取勇气和能量，体会成长的滋味。

时报讯（记者 陈彤）女足亚少赛昨晚在泰

国迎来半决赛，U16 中国女足 0∶2 不敌日本

队，无缘决赛的同时，也失去了晋级明年世少

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女足国少队连续第三

次无缘世少赛。中国队将与澳大利亚争夺第

三名。实力有差距的中国队全场都踢得比较

被动，但小姑娘们拼尽全力与对手周旋，上半

场双方都没进球。下半场，中国队门将贸然出

击，给日本队留下吊门的机会，日本队第71分

钟吊射破门。第82分钟，日本打出反击再下

一城锁定胜局。

本届亚少赛，只有冠、亚军两支球队才

能获得明年 U17 世少赛的资格。本届亚少

赛共有8支参赛球队，中国、朝鲜、韩国、越南

分在B组，中国队在小组赛中，2∶0韩国，0∶4朝

鲜，1∶0越南，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进入半决赛。

乌尔善这次能重造经典吗？

湖南卫视献礼剧《激荡》开播

李念：温泉是新时代成熟女性

中国U16女足不敌日本
关键战失利 无缘世少赛

群艺馆“文艺之旅”迎国庆

提起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奇幻题材，《西游记》和
《封神演义》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国内电影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特效制作水平的明
显提升，很多电影人都将其视为了最重要的宝藏。拿《封
神演义》来说，从动画到电视剧，再到网大和院线电影，推
向市场的不胜枚举，但时至今日 90 版电视剧《封神榜》却

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日前，开机一年有余的电影
版《封神三部曲》正式官宣，曝光了第一批主演阵容，很
快，这一消息就登上热搜前列，一方面是网友被堪称豪华
的演员阵容所吸引，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不小的期待，30年
后，人们希望看到一部能够取代过往的全新经典。那么，
乌尔善能做到吗？

目前正值国庆献礼档期，近日各
大卫视平台都拿出了品质不俗的电视
剧，由余丁导演，任重、李念主演的都
市题材剧《激荡》日前正式登陆湖南卫
视上星开播。该剧讲述了上世纪90
年代发生在上海弄堂中，一群普通人
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创业
故事。剧中，李念饰演了弄堂里长大
的上海女孩儿温泉，并与任重饰演的
陆江涛从少男少女时期，一路发展到
婚后的成熟期，更从恋人发展成为了
事业上的合作伙伴。日前，李念接受
了本报记者采访。

《雪人奇缘》在津点映
好莱坞动画传递中国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