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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瀛前祥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
西青区精武镇，有天津多味麻花、中式糕
点等多个食品系列的制作生产车间。

麻花生产车间可生产20克-5000
克各种规格和口味的麻花。同时，该公
司情系家乡，开发生产了具有天津市民
俗特色和西青文化元素的“津八怪”“大
津湾”“相声”“连年有余”“精武”等特色
麻花产品，销往天津机场、大型超市及各
旅游景点。

李妍 蔡莹莹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毅）“您想办，马上干！您有
事，我必到！”自西青区推出“亲商八条”以来，张家窝
镇结合好、利用好、落实好这一惠企利企政策，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镇内企业的“店小二”。

新春来临，不少企业即将进入休假模式。为了不
占用平时企业生产经营的时间，趁着这个企业生产闲
暇的关口，张家窝镇充分发挥“亲商八条”的政策空
间，充当起企业的“店小二”“快递小哥”，紧锣密鼓地
约访镇内企业，上门“配送”服务。

春节前，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商八条”交流会在张
家窝镇政府内举行。张家窝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区
级职能部门相关领导和驻镇企业代表围坐一堂，围绕
如何发挥“亲商八条”最大作用、稳步提升政府服务展
开了交流讨论。

交流会上，该镇领导逐条分解了“亲商八条”的具

体内容，详细介绍了每一则条款的具体含义、适用范
围、承接部门和工作流程等内容。“亲商八条”讲得活、
说得细，在场企业代表也听得明、记得深，为日后政府
利用“亲商八条”政策积极服务企业打下了良好基
础。随后，镇领导们灵活施策，结合“亲商八条”中的
“政企会客”，就地组织了一场政企面对面恳谈会。镇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区级职能部门领导和企业代表们
进行了面对面恳谈，关切询问企业经营中的各类诉
求，搜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大小问题，了解企业对政
府的评价和建议。

交流会后，张家窝镇领导实地践行“亲商八条”，
先后来到威匡电气、中津塑胶、齐邦新材料、燊辉电
力等镇内企业，与企业代表“煮茶”论发展，“茶叙”
交心声。

威匡电气与中津塑胶是张家窝镇内的老牌企业，
多年来一直在张家窝镇这块福地上深耕细作，根基越
扎越实，发展也越来越好。在威匡电气、中津塑胶，企
业负责人向镇领导介绍了近一年来的业绩增长与业
务扩张情况。在2020年疫情严峻的大环境下，两家
企业均能够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有效克服了疫情造成

的困难，甚至实现了竞争突围，为新一年的业绩突破
奠定了良好基础。镇领导希望企业能够再接再厉，优
化企业经营战略，强化生产经营管理，在张家窝镇这
片土地上再展宏图。

齐邦新材料与燊辉电力是张家窝镇新引入的企
业，两家企业目前还处在建设阶段，尚未全部投入运
营。镇领导来到企业现场察看了厂房装修、生产线装
配的情况，随后与企业代表进行了会谈。企业负责人
对企业目前的开发建设与人才架构搭建情况，以及未
来企业主营业务的市场前景等作了简要介绍。镇领
导表示，企业的发展前景也高度契合张家窝镇高质量
发展理念，政府部门将会全力支持企业建设发展，助
力企业早日实现全面上线运转。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镇领导一行为各家企业送去
了新春祝福。同时，按照区镇人才优待政策，为企业
内符合要求的俊杰才干送去了人才慰问金。

下一步，张家窝镇还将持续开展企业走访慰问活
动，力争在近期实现镇内规上企业全面实地走访，实
地了解和掌握企业的最新动态，为将来协助和服务企
业提供坚实的一手资料。

张家窝镇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本报讯（通讯员 乌志刚 张良）今年
是“一年两征两退”政策改革实施的第一
年，西青区人武部主动对接天津轨道交
通集团开展征兵进国企精准征兵，对国
企适龄员工进行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
国企员工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
参军入伍。

近年来，西青区人武部开通“绿色通
道”，对高端企业的优秀适龄青年进行兵

役登记，纳入精准征兵人才储备库，为
部队精准征兵奠定了基础。在体检政
审过程中严格按照征兵政策和体检标
准把好质量关，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素
质高、身体素质好的合格兵员。同时企
业承诺员工退役后在复工、复岗过程中
实施“一站式”服务，安排返岗复职，优
先提拔使用，让企业员工入伍安心，服
役暖心，退伍放心。

区人武部对接天津轨道交通集团

迈出精准征兵第一步

本报讯（记者 霍雅迪 高超）为维护
西青区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日前，公安
西青分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杨柳青镇东
派出所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
动，确保禁燃禁放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活动中，公安西青分局治安管理支
队和属地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内容易储
存、经营、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批发市
场和有可能销售烟花爆竹的门店，为群
众们发放《致居民一封信》等宣传材料，
向群众讲解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提示
群众自觉遵守禁放烟花爆竹规定。

公安西青分局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禁
放宣传工作，对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
式清理检查，从源头上防范非法烟花爆
竹流入市场，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查处力度。

公安西青分局治安支队民警说：“对
违规生产销售，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
行为，公安机关坚决予以查处。入冬以
来，我们对辖区内货场、超市小卖店等易
发生、储存烟花爆竹的场所进行了地毯式
排查，目前天津市行政区域内仍然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请广大居民朋友们，严格遵
守禁燃禁放相关规定，营造和谐平安低碳
环保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根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
《天津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要求，天
津市全市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
烟花爆竹，一经发现严格依法处理。在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区域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
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公安西青分局开展宣传活动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通讯员 时静璇）日前，西青
区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西青区“博爱
送万家 点亮星星灯”送温暖活动，为西
青区95户“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儿
童家庭送上党和政府的节日关怀。

为减少人员聚集，日前，区残联与天
津路佳锦星自闭症康复中心联合组织
10 名家长代表举行了慰问金发放仪
式。在活动现场为家长代表发放了慰问
金及慰问信，同时按照每户500元标准，
利用电子转账方式为其他85户孤独症
儿童家庭发放慰问金。发放慰问金后，

组织召开了“向群众汇报”座谈会，就去
年工作及今年思路进行了汇报，并针对
孤独症儿童康复工作进一步听取家长和
机构的意见建议。此次活动在寒冷的冬
季温暖了一户户孤独症儿童家庭，也营
造了全社会理解、关心、帮助孤独症儿童
及其家庭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区残联将全力帮扶残疾儿
童，根据区政府《关于加强孤独症儿童康
复服务的实施方案》中提出的两步走总
体目标，做好五项工作任务，切实加强对
全区孤独症儿童的抢救式康复。

博爱送万家 点亮星星灯

区残联开展送温暖活动

春节文明旅游提示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文化和旅

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春节出游要做
好个人防护，减少旅途风险。

一、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
流动。坚持非必要不安排出境旅
游，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
游，减少不必要出行。出游期间
遵守旅游出发地、目的地疫情防
控规定。

二、提升防范意识，注重个人防

护。出游期间做好自我防护，戴口
罩、勤洗手，少聚集、勤通风，养成
“一米线”好习惯。

三、增强文明意识，健康绿色出
游。讲究卫生,拒食野味，落实“光
盘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自
觉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做好垃圾
分类，理性消费，文明出游。

西青区委宣传部 西青区文明办

■通讯员 杨雅君

刘义龙是西青区王稳庄镇小泊村村民，在部
队曾立三等功 3次，团嘉奖 5次，营嘉奖 5次。
1980年，刘义龙退伍回到村里，进入企业上班。
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他始终严格要求自
己，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言行为树立
了榜样。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互助，融洽的邻
里关系不仅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更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时代要求。他帮助乡亲友邻，用无私的心感
动着身边的人们，用行动影响着大家，用农村人
的淳朴善良为相邻热情服务。楼区下水道堵了，
他跑前跑后，联系疏通、挨家挨户收钱，但他从来
没有任何怨言，只要问题得到解决，刘义龙的心
里比谁都高兴。有一次，他忙着联系疏通完管道
后，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连晚饭都没顾得吃。刘
义龙所做的一切，从来不计报酬，不计得失。邻
居大爷、大妈家的电视调不好了就都去找他帮
忙，只要他在家都会赶紧跑去老人家里看看是怎
么回事。像这样热心助人的事情，刘义龙还做了
很多很多……

刘义龙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积极参加社
会公益活动，在全运会、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不
管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只要
有需要就会随叫随到从无怨言。他有一颗善良
的心，乐于助人。村里有家庭生活困难的人，他就

积极主动捐钱捐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刘义龙
在党员联系群众活动中，积极与村内群众结对
子，听取结对子群众的意见及建议，及时了解对
方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需求与困惑，并主动提供帮
助。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他
都去慰问困难的孤寡老人，陪老人们说说话，帮
助老人打扫卫生，做饭给老人们吃，也会给老人
送一些慰问品。

对于素不相识的人，刘义龙也是充满关爱之
情。有一天他在散步的路上，看到一位老婆婆拄
着拐杖在道边转圈圈，看起来有些着急，于是赶忙
走过去询问，得知老人已经八十岁了，看样子是迷
路了。经过刘义龙耐心地询问了解，老人还是说
不清家住哪里，就说自己现在跟儿子一起住，说出
了自己儿子的名字。经过多方询问，刘义龙终于
问到了老人的住处，并将老人送回了家。正是有
了像刘义龙这样的热心人的互助关爱，社会才会
充满阳光和温暖。

他遵纪守法，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入党四
十年来，刘义龙主动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
并参加支部开展的学习实践活动，切实提高了自

己的思想认识。同时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以身边
的老党员、先进分子为榜样，学习他们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的精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
更多的年轻党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刻
维护党员的良好形象。他还带头履行村民义务，支
持村两委的工作，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刘义龙现在负责村内
安全环保工作，遇见乱扔乱倒垃圾的住户，他就进
行说服教育，时刻监督，做到垃圾入筒。碰到不文
明的情况，他就主动上前劝导，心平气和说服对
方。他在动手清理环境垃圾的同时积极向村民宣
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引导大家自觉参与到环保
行动中来。

他是热心的义务监督、宣传员。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期间，刘义龙穿着志愿者的红马甲在大街
小巷和社区里穿行，进行文明劝导。他拿着文明
城区宣传卡，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讲解，组织人员清
理楼道内乱堆乱放的杂物，维护良好环境秩序。

刘义龙就是这样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他把“助
人是快乐的”当作一种信念。他就是我们身边助
人为乐的典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份子。

乐于助人 热心公益
——记王稳庄镇小泊村村民刘义龙

◇杨柳青镇积极宣传文明祭
祀并做好春节期间文明祭扫监督
管理工作，加强环境卫生保洁，维
护良好市容环境。(通讯员 赵金婉)

◇日前，西青区慈善协会开展
“迎新春慈善助困”慰问活动，帮助
困难家庭度过一个温馨祥和的新春
佳节。 （通讯员 肖国庆 于珊珊）

◇西青区民政局落实节日惠民
政策有力度，开展春节慰问帮扶有
温度，走访排查不落一户有深度，全

力做好春节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通讯员 肖国庆 席龙泉）

◇日前，精武司法所对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对象刘某进行走访慰问，及
时做好生活困难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
教育和帮扶工作。 （通讯员 郑旭）

◇ 西青区政府采购中心受委
托实施了大寺镇环卫车辆的保险及
燃油采购，助力更好地完成区域环
境卫生工作。 （通讯员 郭玉轩）

◇ 西青区财政局组织各单位预
留一定比例农副产品采购份额，通过
“832平台”开展食堂、工会福利政府
采购，助力脱贫攻坚。（通讯员 孙阳）

道德模范

寒冷的冬季，羽绒服、热水袋、电热毯、浴霸等
纷纷“登场”。然而，这些大家冬天经常会接触到
的，背后竟也暗藏着可能引发危险的因素。它们
有何安全隐患？大家该如何避免？

浴霸
冬季寒冷，很多人洗澡时都喜欢使用浴霸，但

因使用不当，灼伤眼睛、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层出
不穷。那么，使用浴霸该注意哪些事宜？

1. 定期检修线路，避免浴霸长时间工作，禁止电
源、电压不符，以防造成短路引发火灾。

2.浴霸使用完以后，要关闭开关，拔掉插头，严
防电机因受潮而导致绝缘性能降低，从而引发火
灾或人身触电事故。

3.浴霸光源强度很大，因而不可直视，也不可
长时间待在强光下，不然眼睛容易被灼伤，严重时
强光可能灼伤视网膜上的黄斑，黄斑一旦受伤，视
力损伤将无法挽回，甚至会有导致失明的风险。

羽绒服
寒冷冬季，羽绒服穿起来暖和，洗起来却麻

烦，因而不少人会用洗衣机洗羽绒服，殊不知这可
能会引起爆炸。为何洗衣机洗羽绒服会爆炸？羽
绒服该如何清洗？

羽绒服中间的腔体较大，容易包裹气体，且面料
致密，不易透气。洗衣机在脱水时，短时间内离心力
会让羽绒服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如果此时施加脱

水的震动力进行挤压，则可能导致发生爆炸。
羽绒服的最佳清洗方式是手洗，清洗之前可以

用冷水将羽绒服浸泡约20分钟，然后挤去水分，放
入溶有中性洗涤剂且水温约30度的温水中，浸泡
10至15分钟；清洗过程中，不要搓揉，用软毛刷或
牙刷刷洗即可；刷洗完后不可将衣服拧成“麻花”，而
应顺着衣服往下挤压将水去除；洗净后，不能将羽绒
服放在阳光下暴晒，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羽绒服在清洗晒干后形状往往比较扁，此时用衣
架整体拍打羽绒服，便可使其恢复蓬松感。

电热毯
电热毯通电时间过长、受潮、电热元件受损、

质量不合格等都可能引发安全隐患，导致火灾发
生，使用电热毯应注意这些事宜：

1.尽量不要褶皱或折叠，不可长时间通电使
用，尽量不要在电热毯上堆放杂物或积热物品。

2.不要把电热毯铺到弹性较大或伸缩性较大
的床上，因为如果伸缩性较大，会造成电热毯弯
曲，使电阻丝断裂，这样很容易漏电与积热。

3.按照国家标准，电热毯的使用年限为6年，6
年年限应从电热毯生产日期开始计算。

热水袋
人在进入深度睡眠后，皮肤对温度不敏感，如

果热水袋长期贴在皮肤上，不变换位置，很容易发
生“低温烫伤”，烫伤出现的水泡，如果处理不当会
发生溃烂，甚至长时间都无法愈合。正确使用热
水袋，需要谨记以下几点：

1.如果是装开水的热水袋，注意水温不要太
热，一定要把盖拧紧，最好在热水袋外面套一个防
护套，防止水流出来烫伤。

2.如果是电热水袋，千万不可在充电状态下使
用，充电加热结束后，要及时切断电源。

3.热水袋最好睡觉前放在被子里，睡觉时取出
来，而且，热水袋尽量放置在脚旁10厘米处，而不是
脚上。

4.此外，婴幼儿、热感觉迟钝者或生活不能自
理者严禁使用热水袋，以免发生“低温烫伤”。

（区科协供稿）

【科普 应急消防篇】

你身边的这些安全隐患要注意！

天津海咨达生鲜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赫连晓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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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29号），请你
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委（地址：天津市西青区西
青道409号增5号天津市西青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
楼大厅仲裁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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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夏贝尔服饰（天津）有限
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建建、熊军
香、王敏、刘雪平、刘桂玲、张
艳秋、杨宝珠、曹小慧（津西青
劳人仲案字[2020]第 2796、
2321、2319、2381、2711、
2795、2757、2653号）诉你单
位工资等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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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委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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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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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委已受理耿娜、荣岩
景、宋嫚嫚、邢增颖、李晶、解
楠、姜丽坤、李静（津西青劳人
仲案字[2020]第2176、2177、
2178、2179、2325、2489、
2400、2401号）诉你单位工资
等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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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委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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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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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委受理的邢增慧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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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44号），请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委（地址：天津市西青区西青
道409号增5号天津市西青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
大厅仲裁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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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佬扬天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张福与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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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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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起诉的，本仲裁裁决书发生
法律效力。逾期不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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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