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车牌号 颜色 车辆型号 执行单位 地点
1 无 银灰 松花江面包 邵公庄街 仁爱花园社区14号楼变电室东侧
2 粤X95798 银灰 捷达 邵公庄街 仁爱花园社区5-7变电室后
3 津MK7877 银灰 莲花S500 邵公庄街 洛川里社区规划局前小树林
4 津ADC500 白色 旅行轿车 邵公庄街 千禧园社区千禧园46号楼6门旁
5 津B21786 白色 东南汽车 西沽街 河怡一期8号楼后身
6 津DR6691 金色 夏利 西沽街 逸树园9号楼2门前
7 无 银色 夏利 西沽街 银泰公寓15门前
8 津NUP816 银灰 五菱荣光 西于庄街 临水道与洪湖南路交口子牙西里1号楼4门旁
9 津DH9391 银色 松花江面包 咸阳北路街 永进楼33门旁
10 津BK2928 灰色 夏利 丁字沽街 蓬溪楼6门侧前
11 津LC3169 白色 大众 双环邨街 碧春园24号楼前
12 无 金色 夏利 双环邨街 碧春园35号楼变电箱后
13 津BV7531 黑色 捷达 双环邨街 佳园东里6号楼1门侧
14 津AHQ370 白色 哈飞 和苑街 康和园
15 津KEM868 黑色 比亚迪 和苑街 全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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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蒋昕辰高猛

日前，红桥区举办“共叙同胞情 新春拜大年”津台社
区交流活动，区内群众代表、在区台胞与台湾民众代表通
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云端”相聚，隔空拜年送祝福，共迎
新春佳节。

伴随着节奏欢快的乐曲《喜洋洋》，交流活动在正融科
技大厦一楼孚真书店拉开帷幕。驻区台商广泽集团董事长
梁铭荣向各位乡亲送上问候，他说：“过去的一年，两岸各界
携手抗疫、守望相助，从台胞台企踊跃捐助支援战‘疫’，到
大陆切实关心台胞健康安全、帮助台企渡过难关，一段段心
手相连的抗疫故事，书写了‘两岸一家亲’的感人的篇章，彰
显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期待新的一年里两岸
同胞可以面对面相聚，祝愿各位乡亲牛年大吉！”

驻区台胞温嘉慈也表示，在天津7年的时间里，感受到
这里家一般的温暖，今天的视频连线也是带着浓浓年味儿
和浓浓温情的一场家庭聚会，觉得很温暖、很贴心。

交流活动中，两地书法爱好者还分别书写了寓意吉祥、
饱含情谊的福字和对联，互送美好祝愿；我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高氏押花葫芦第四代传承人高琪向台湾同胞
介绍了葫芦押花、烙画制作技艺，并展示多个作品，祝大家
福禄双全。

台湾新竹县民众代表表示，两岸民众的骨肉亲情始终
无法分割，并通过视频向大家送上真挚的新春祝福。

共叙同胞情新春拜大年
红桥区举办津台社区交流活动推动商务商贸高质量发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美丽红桥”官方微信

重点商贸项目建设扎实推进，消费聚集
区建设实现突破，商务楼宇对产业的承载能
力显著增强，便民商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繁
荣稳定市场能力全面提高……“十三五”时
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红桥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
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
围绕“打造绿色城区、建设美丽红桥”的发展
目标，大力推动区域商务商贸业发展，区域
市场活力和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
有保障。
临近春节，红桥区各大商场张灯结彩，年

味儿渐浓。在陆家嘴商业中心内，各经营店
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早早挂上
了充满节日气氛的装饰品，市民们有序采购
服装鞋帽、生活用品等，开心置办年货，喜迎
新春到来。
“十三五”期间，红桥区着力推进重点商

贸项目建设，陆家嘴商业综合体、万怡酒店等
优质商贸项目实现开业运营，有力提升区域

商业品质。成功对水游城、欧亚达等重点商
业综合体实施提升改造和业态调整，进行
外檐夜景亮化和部分楼层改造，引进华为、
小米、周大福等多个知名商业品牌，进一步
丰富了业态，带动了客流。大力发展夜间
经济，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
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本着找准定位、立足特
色、错位经营、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打造了
运河新天地、摩天轮、凯莱赛、新五爱道四
个夜间经济聚集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充分利用五一、中秋、十一、
元旦、春节等节日契机，鼓励市场主体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费活动，进一步拉动
需求，繁荣市场。

为提高商务楼宇发展水平，“十三五”期
间，红桥区建设了陆家嘴金融广场、大成广
场、正融科技大厦等高端商务楼宇载体，新增
载体面积45.5万平方米，累计盘活空置载体
50余万平方米，引进了一批优质规模企业，
提高了产业承接能力和产业集聚水平。打造
红桥区商务楼宇数据库，及时掌握全区商务
楼宇面积、入驻企业情况等信息，为做好商务
楼宇精细化管理工作夯实基础。

红桥区商务部门在繁荣经济促发展的同
时，将发展商贸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积极推
进“菜篮子”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便民利民
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于民。

清早，家住清源楼小区的杨阿姨像往常
一样来到清源道菜市场采购。市场内干净整
洁，各类蔬菜肉类、禽蛋水果等商品新鲜充
足、码放整齐，各摊位的价格公示牌清晰标注
着当天的菜品价格。杨阿姨说：“这儿东西
全，价儿也合理，最重要的是离家近，就两步
道儿，特方便！”
为保障居民“菜篮子”，“十三五”期间，红

桥区在清撤占路市场的同时，采取提升改造
与新建并举的方式，大力推动标准化菜市场
建设，以均衡布局、方便群众、保障重点为要
求进行选址，并按照统一生鲜经营业态、统一
价格公示等要求进行规范管理，让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买上放心菜。同时，积极引进蔬菜
直通车，鼓励生鲜超市和菜摊经营者开办社
区便民菜店。目前，全区在营菜市场达到20
个，实现了区域全覆盖；生鲜店规模达到200
家，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疫情防控以来，红桥区商务部门积极

协助各大型超市畅通进货渠道，督促企业
增加库存、加大调度、保障供应、稳定生活
必需品价格，确保居民“菜篮子”“米袋子”
稳定供应。同时，加大对菜市场督导检查
力度，指导市场主办单位做好市场内通风
消毒等，确保全区各菜市场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到位。
“十四五”时期，红桥区商务商贸工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主动适应新
形势新阶段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商务商贸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以扩大总量、提升质量、优化结构、提高层
次、突出特色为发展方向，坚持依托大型商
务商贸项目开发建设拓展商务商贸业发展
空间，重点发展现代商务、商贸流通业和提
升现有传统服务业，构建现代商贸产业体
系，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现代商贸流通业和
夜间经济；着力提高商务楼宇发展水平，强
化优质商务楼宇供给和楼宇招商引资，打造
专业特色楼宇，改善楼宇发展环境；大力发
展便民商业，着力发展社区商业，推进标准
化菜市场建设改造。到“十四五”末，在全区
初步建立起规模适度、功能完备、层次分明、
布局合理、业态均衡的现代化、特色化的区
域商务商贸业体系，开创红桥商务商贸发展
新局面。

让“津”春温情不变 年味儿更浓
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020年以来，红桥区教育系统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工作，强化校园安全防范，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红

桥区教育系统深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完善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责任制，确保安全工作有人抓、人人抓。疫情防
控期间，召开隐患排查治理联席会议5次，做好各批次学生
复课开学工作的研讨和部署。提前谋划复学初“一校一
警”、“护校联查”等工作，开展复课联合督导检查，全力保障
了复课开学工作平稳有序。
加强“三防”建设，促进“三防”水平进一步提升。进一

步充实了突发事件应急、微消站义务消防员、人防志愿者、
平安志愿者等近千人的应急队伍，保障第一时间应对处置
各类突发事件。定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增强师生自救、逃
生、紧急避险的能力。完善各单位物防技防体系，严格落实
消防“六加一”措施。
主动沟通合作，进一步落实落细平安校园建设。强化

警校合作，开展常态化巡查保卫，联合疏导校园周边交通秩
序。加强平安法治教育，聘请兼职法制副校（园）长、法制辅
导员，通过板报班会、校园广播等形式，组织开展各类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推进“无黑校园”建设，达到宣传覆盖
率、群众知晓率、无黑校园创建率“三个百分百”。

履行职责使命
推进“健康红桥”建设

2020年，红桥区卫生健康委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推进
红桥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落实，为医护人员和
患者打造平安、稳定的就医和工作环境。
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全面推进工作任务落实。积极推

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筑牢政治“护城河”工作，认真履行行业
治安、反恐防范职责。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组织开展本系统“打、清、整”专项行动。加强治安防范，落实
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工作举措，加强单位保安力量，配齐配全
安保装备，落实好重点要害部位治安防控设施。
加强行业安全管理，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安

防队伍建设，推进重点岗位人员培训持证上岗。落实源头
防控，实地检查督导、排查安全隐患275处。15家直属单
位全部完成安全风险隐患评估。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
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改，排查整改隐患问题66件。坚持日常
监督巡查与群众投诉举报处置相结合，立案查处无证行医
案件20件。
多措并举力求实效，推进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人

才培育，开展专业培训，提高心理健康服务人员专业素养
能级，及时发现识别疫情期间居民心理问题。通过发放宣
传品、开设宣传栏、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心理健康知识
走进单位和群众。成立红桥区心理危机干预队，开通疫情
应对心理援助专线，24小时为来电居民提供心理援助及
干预服务。

以“三防”促共治
用坚守换平安

三条石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区委工作部
署，聚焦主线、突出重点、创新思路、细化措施，以“三防”促
共治，用坚守换平安，不断提高辖区平安指数。
以人防为基础，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全力落实“十个

一”工作举措，健全街道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制，
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轴心作用。落实街道主要领导坚持坐
班制度，各派驻随驻轮驻单位积极配合，街道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全年妥善化解矛盾纠纷调42起。社区网格员落
实“每日巡、经常访、及时记、随手做、实时报”，打通基层治
理“最后一米”。
以物防为保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通过“街道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召集多部门协调会，引入社会化服务公司，
为部分社区安装电动车棚，解决居民实际困难。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专题研究锅店街安全隐患整改措施，实地调研情
况、分类施策施治，配备投用消防设施230个。投资100余
万元修缮隐患房屋241处、抢修排险19处。聘请专业人员
现场勘查，整改居民用电隐患点位120余处。
以技防为核心，不断强化科技手段。发挥“五议两

公开”制度作用，用好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为御河湾社
区安装安防系统，坚持“未雨绸缪”，计划为辖区内 80
岁以上鳏寡孤独老人安装联网型感烟火灾探测报警
器，通过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打造基层治理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

向群众汇报

多措并举
推进“平安红桥”建设

公 告
请以下长期无人使用、维护、

认领废弃车辆所有人凭有关凭证
手续，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
内，到停车所在地街道办理相关
事宜，逾期不来办理的，街道将依
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沽街
道办事处、丁字沽街道办事处、和苑
街道办事处、邵公庄街道办事处、双
环邨街道办事处、咸阳北路街道办
事处、西于庄街道办事处

2021年2月5日

和面、择菜、剁馅，农历腊月二十三一
早，芥园街道水西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
动室里就热闹忙碌起来。原来，街道考虑
到今年辖区内不少企业职工留津过年，便
特意把他们邀请过来，组织大家一起包饺
子、写福字、看演出、过小年。

双志军是水游城商场汉巴味德自助餐
厅的员工，来自辽宁，在天津工作已经有5
年时间，不太会包饺子的他正有模有样地
跟着“师傅”学习。“往常在老家过年，都是
看父母包饺子，自己还真不会，这次有机会
正好练练，等以后回家我也给他们露一
手！”双志军说，“虽然不回家过年有点想
家，但在这儿有这么多兄弟姐妹的陪伴也
不觉得孤单，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是街道还

准备了酸菜馅儿饺子，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很满足！”

今年，许多在天津务工人员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选择就地过年。连日来，红桥
区扎实做好留津过年职工群众服务保障
各项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关爱慰问活
动，让就地过年更健康的同时，更有温度，
更有年味儿。区人社局及时落实《支持企
业外地员工春节期间留津稳定就业若干
措施》，到区内重点企业走访宣传，发布政
策明白纸，鼓励引导企业按照每人300元
标准，对留津过节的员工给予一次性稳定
就业补贴。区总工会划拨送温暖专项资
金210余万元，面向长期在艰苦环境工作
的职工、坚守在抗疫一线和承担春运任务
的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等
开展慰问，并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农民

工会员送年夜饭饺子。区妇联到区内部分
在津务工人员家庭进行走访慰问，送上图
书、福字等慰问品及新春祝福，并为他们拍
摄全家福，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他们
一起向家乡亲人提前拜年。

家住铃铛阁街道南头窑社区的王振伟今
年36岁，老家在安徽阜阳，十几年前就来天
津打工闯荡的他，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里扎
根、安家。他说：“考虑到疫情，今年我们打算
在天津过年，安全也省心，不用来回折腾了。”
在跟老家亲人视频通话时，王振伟特意告诉
家里自己在这儿一切都好，还给他们看了社
区送来的不少慰问品，让家人不用惦记，并约
定等年后疫情好转，再挑个时间回老家。

坐落在红桥区的艺点意创科技有限公司
今年也有部分职工留津过年，企业在发放留
岗红包的基础上，还给职工发放了年货礼

盒。“公司想得很周到，大伙儿都说暖心。我
准备把年货和给爸妈买的东西一起寄回山东
烟台老家，也算是一点心意。”员工原璐说，
“这几天，公司还会组织大伙儿一起包饺子、
贴对联，感觉很温馨，也很有年味儿！”
说起“津”年的不一样，邵公庄街道干部

石雪露也很有发言权。因为，今年不仅是她
第一年在天津过年，还是第一次在“别人”家
过年。“定好春节不回家后，科里许姐就立马
让我去她家一起过年，她说自己家里人口
多，热闹。本来觉得会有些添麻烦，但拗不
过这位大姐姐的热情。”石雪露说，“我知道，
许姐是怕春节大家都团团圆圆，我们这些离
家在外的年轻人会想家、伤感，真的很感动，
也很感恩，大家一直拿我们跟自家人一样，
非常照顾，爸妈知道我在这儿很好心里也更
踏实了！”

回眸“十三五”

■通讯员 王屹然

■通讯员王屹然摄影朱双银汤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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