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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不动产登记条例》第七十六条之规
定，坐落于西青区的下列房屋，已经受理当事人补办房屋权
属登记的申请，现公告如下。如对下列房屋有异议的，请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西青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提出申
请。如期满无异议的，将予以登记发证。

联系电话：27396173
西青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2021年1月22日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西青分局
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房屋权属补登公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园地

西青区人社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努力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推进人力社保工作长足发展的强劲动力，助力“十四五”
人社工作高质量开局起步。

一、提高站位、凝心聚力，充分掀起学习热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
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立足新发展阶段，人社工作
的兜底和基础地位之突出前所未有，人社事业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作用之重要前所未有，人社部门承担的任务之艰巨、面临
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就要求人社干部始终在思想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认识全会的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带着感情认真学、带着责任深入学、带
着思考反复学，确保学深悟透，从而更好地用理论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的“加油站”，自觉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的
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原原本本学习、开展交流研讨等，不断加
深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和把握，特别是围绕全会在提高人民收
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激发
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开展分析研究，把新发展理

念贯穿人社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人社事业迈出
新步伐、实现新跨越。

二、丰富内容、创新载体，学深学透全会精神

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带头学习全会精神的基础上，
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一是率先示范领学。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把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门政治必修课，2020
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32次，举办专题读书班2
次，围绕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3次，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全
会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理论宣讲促学。邀请市委
党校老师以《汇聚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为
题，为全体干部职工专题授课，做到以讲促学、以学促干。在
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组成理论宣讲
团，结合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区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
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
成就、全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人社事业“十三
五”时期的工作成绩等，在中层以上、分管领域、所属党支部、
联系点党支部、基层社区等多领域开展“百姓心中‘十四五’”

主题宣讲7次，推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全覆盖。三是媒体融
合助学。充分运用“西青人社”微信公众号、党建工作微信
群、“学习强国”、“西青党建·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学
习《2035年，我们将建成怎样的国家？》《十九届五中全会公
报40题》《西青“十四五”解码》等文章，对全会精神进行全方
位剖析和多角度解读，以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全会精
神入脑入心。

三、以上率下、学用相长，扎实推进成果转化

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
为新发展阶段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以“学”为统领，以“谋”促融合，以“干”强保障，把全
会精神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开启人社事业“十四五”新征程的
具体行动。一是全力稳就业保就业。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通过扶持现有市场主体、培育新兴产业、鼓励创新创业，有效
减负稳岗扩就业。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对市场渠道
确实难以就业的进行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做优做强西青“就业红娘”服务品牌，提供集约规范、高效便
捷、个性多元的高品质公共就业服务。二是加大人才引育力

度。深入宣传宣讲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等各类引才
政策，进一步拓宽招才引智渠道，鼓励领军企业打包人才团
队、技术专利等资源“带土移植”。畅通重点人才工程申报和
对接渠道，确保入选人数持续走在全市前列。深入实施区专
业技术人才“金字塔”培养工程，充分彰显其“金”字招牌。三
是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全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建立基础数
据库和参保分类台帐，精准锁定扩面目标，加强动态跟踪管
理，积极促进有意愿、有经济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
态从业人员等“应保尽保”和长期持续参保。四是深化事业
单位管理。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落实岗位管理制
度，进一步优化岗位结构，推动岗位人员合理流动，激发干事
创业活力。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力度，落
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自主权，切实满足用人单位实际需求。
五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重拳根治欠薪行为，做实源头预
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
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强化劳动纠纷调处，探索多元劳资纠纷
化解机制，加强与司法和工会等部门沟通协作，积极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调解仲裁办案，形成齐抓共管、互动有力、运转高
效的联动机制。

示范引领学精神 知行合一促发展
区人社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经营者姓名：陆国威，身
份证号
120111197312120030，注册
号：1201113015568，营业证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1月22日

遗失声明

天津市西青区水明鞋帽
销售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1MA06GXYH5X
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1月22日

遗失声明

兹有天津曙铭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国达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年6月30日签订一式肆
份场地租赁合同。双方各持
贰份，并该盖有公司公章。
现由于天津曙铭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将所持该份合同丢
失，特此声明合同作废，自始
无效。因上述合同引起的法
律后果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全部由天津曙铭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负责。

2021年1月22日

遗失声明

本人黄庆皓，身份证号：
120112198308260437，遗失
讲师/中级职称证书一本，发
证日期：2014年12月，现声明
作废。

2021年1月22日

遗失声明

拉夏贝尔服饰（天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丛晗、高国欢、

马瑞、胡玉玲、李桂然、李倩
倩、张洪润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
(津西青劳人仲裁字【2020】第
234-1号、津西青劳人仲裁字
【2020】第234-2号、津西青劳
人仲裁字【2020】第229号、津
西青劳人仲裁字【2020】第
229-1号、津西青劳人仲裁字
【2020】第229-2号、津西青劳
人仲裁字【2020】第229-3号、
津西青劳人仲裁字【2020】第
229-4号、津西青劳人仲裁字
【2020】第 229-5 号)，请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委{（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联
产业园5号楼（开源路与九川
道交口向东350米）}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你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裁决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所列
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裁决。逾期不申请，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
27930770）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拉夏贝尔服饰（天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杜如梦、金玉

鑫、秦淑伶、崔庆红、张艳荣、
文亚苹、杭雪桥、任海静、孔丽
娟、金鸽、吴丽佳等11人（津
西青劳人仲裁字〔2020〕第
239-1号至 11号）与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裁决书，请你单位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地
址：天津市西青区西青道409
号增5号）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你单位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向天津市西青区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天津希乐城教育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本委已受理唐杜鹃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津西青劳人
仲案字[2019]第 757号）。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1年 4月1日上
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天
津市西青区中联产业园5号楼
（开源路与九川道交口向东
350米）西青仲裁一楼仲裁庭）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西青｜玩冰雪 观冬捕 感受不一样的第六埠

日前，辛口镇第六埠村第二届生态六埠冰雪节开幕，冰雪乐园占地200亩，规划建设多种雪地游
戏项目。这里向大家发出冰雪之约，一起来冰雪乐园感受冰雪滑梯、趣味雪圈、旋转木马、冰雪滚筒、
雪地碰碰球、气垫蹦床、雪地摩托、冰上爬犁等好玩有趣的冰雪娱乐项目，游客徜徉在雪海中，在冰天
雪地的世界里感受速度与激情。 田建 摄

冬捕迎春，人欢鱼跃。1月20日，生
态六埠第一届冬捕节开幕。在辛口镇第六
埠村大清河活动现场，村民和游客共同感
受渔猎文化的魅力，分享冬捕收获的喜悦。

生态六埠冬捕节以传统的人工捕捞
为主，随着第一网出鱼，寒冷的空气也随
之沸腾。在冬捕节现场，第一网捕出的最
大的鱼称为“鱼王”，头鱼拍卖也是冬捕节
最大的亮点。人们通过头鱼拍卖的民俗
方式为新的一年纳福添彩。来自第六埠
村的孩子们抱起了一条条大鱼，“埠”娃抱
鱼的场面更是让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喜庆
的年味。

此次活动以“冬游埠 乐冬捕 尝鲜
稻 享渔趣”为主题，持续至2月3日。第
六埠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举办冬
捕节活动，唤醒治鱼记忆，感受渔猎魅力，
增强冬季游玩休闲体验，让民俗文化、冰
雪运动、冰上娱乐交相辉映，为冬季旅游
增添亮色，用生动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李妍 乔金伟

简明新闻

◇为落实好市、区、校三级思政课教师培训工作，西青区
财政局按生均公用经费的10%安排培训经费预算，中小学校
从年度培训经费预算中按每年每生30元标准专门安排思政
课教师培训经费，用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培训、理论研
究、活动组织、基础设施及软硬件提升等。 （通讯员 沈川）

◇ 日前，西青区财政局开展2020年集中采购机构监督
考核工作，从政府采购工作规范运作情况、政府采购工作效
率、政府采购工作质量、投诉举报情况四方面进行考核，考核结
果将在天津市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布。 （通讯员 张红艳）

◇西青区财政局去年安排西青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专项资金2058万元，用于中小学生视力筛查、光环境改造、
课桌椅更换等工作，力争实现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每年降低1
个百分点。 （通讯员 沈川）

◇ 西青区财政局去年安排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专项经
费项目资金500万元，用于全区组建机构、普查宣传、选聘普
查员、单位普查摸底、普查业务培训、数据处理等工作，有力
保障了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通讯员 段博松）

◇西青区财政局去年拨付西青区体育馆项目运营专
项经费2000万元，提升了西青区体育馆的运营管理能力
和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
需求。 （通讯员 段博松）

◇ 西青区财政局去年安排西青文旅整体宣传营销项目
资金20余万元，专项用于开展文化和旅游整体宣传营销活
动，扩大西青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力。（通讯员 段博松）

本报讯（通讯员 卢昊）为持续深化危险化学品重大风险防控工
作，日前，西青区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治理，强化监
管检查，严防事故发生。

西青区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联合公安及消防等部门对辖区内各
类企业进行摸排，建立企业台账，延伸开展做好生产、储存硝化棉、氯
酸钾、氯酸钠、液氯涉及硝化工艺危化品以及重大危险源等企业专项
排查治理，并将企业自查表传送相关企业进行自查。企业认真组织开
展了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和查漏补缺工作，对员工进行了上岗前的安全
知识培训并发动员工全面参与各岗位的自查自改自验工作，进一步消
除安全生产隐患。

此次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排查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存在
非法储存、违规超量储存、超品种储存、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变更
储存、临时储存现象，摸清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将硝酸铵与易(可)燃物、
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混存情况，确认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关安全设施。区应急管理局采用“消地
协作”形式与西青消防救援支队联合检查企业13家，查出隐患14项，
积极落实整改，未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西青开展危险化学品专项排查治理

强化监管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

冬捕现场人欢鱼跃

凿冰赶鱼

第一网头鱼拍卖

收网捕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