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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 通讯员 王
君）近日，双港镇举办春季招聘会，为求
职者和企业搭建互通桥梁，促进人才和
岗位精准对接。24家企业提供就业岗
位170余个，137人进行了就业登记。

此次招聘会是双港镇今年首场线
下招聘会，当天吸引了200余人进场求
职。企业也根据人才需求，精心设岗，
提供了研发、销售、会计、文员、操作工
等多个岗位，行业涉及智能制造、餐饮
服务、教育辅导等，让求职者的选择范
围更广。求职者热情高涨，每个招聘台

前都聚拢着咨询的人；而企业也拿出可
观条件，吸引求职者的目光。特别是高
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岗，开出了月薪万元
以上、五险一金、双休、年终奖等丰厚
的福利待遇，广揽高新技术人才。

线上线下联动，人才岗位互通，双
港镇在举办现场招聘会的同时，还积极
推介就业云超市系统，方便求职者投递
简历，获得更多招聘信息。当天，每个
招聘台前都摆放了进场企业在就业云
超市的注册二维码，求职者可直接扫码
了解企业的最新招聘动态。

双港镇举办春季招聘会

实现人才岗位精准对接

本报讯（通讯员 董山虎）近日，天津
市建筑业协会发布《2020年度天津市建设
工程“海河杯”入选名单公示》，天津富凯建
设集团承建的公安津南分局业务技术用房
项目荣获天津市建设工程“金奖海河杯”，
该奖项是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荣
誉，2020年度全市仅10项工程上榜。
该工程先后斩获天津市优质结构评

价、天津市QC成果二等奖和2019年度

天津市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称号，为创评
“海河杯”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富凯建设集团申报，天津市建筑
业协会初评、复评，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审定，公安津南分局业务技术
用房项目脱颖而出，入选2020年度天津
市建设工程“金奖海河杯”名单，这是对
津南企业富凯建设集团管理水平和施工
质量的高度肯定

富凯建设集团获“金奖海河杯”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为进一步弘
扬政法英模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按照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要求，3月27日，津南区召开
政法英模和先进典型代表事迹报告会。
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孙宝顺，区人
民法院院长刘振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刘虹出席。

报告会上，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
言，讲述了刘昊、赵芝民、王好、杨光、刘
永胜5名津南政法干警在案件审查、扫
黑除恶、疫情防控、司法调解、普法宣传
等工作中，用奉献、用汗水乃至用生命
谱写的感人事迹。每一位英模和先进
典型代表的背后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故
事，或催人泪下、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

淡，映照着时代的光芒，更书写着政法
干警的忠诚和担当，生动诠释了津南政
法干警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为民情
怀。

广大政法干警纷纷表示，将主动向
英模和先进典型看齐，用奉献撑起政法
事业的蓝天，用赤诚铸就政法事业的辉
煌，努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
住、能放心的津南政法铁军，为实现更高
水平的平安津南、法治津南保驾护航，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区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干警
代表，区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四组三专
班”全体工作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区政法
各单位设分会场，通过视频收看报告会
实况。

津南区召开政法英模和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用奉献撑起“政法蓝天”智能玩具“磁吸”市场
天津玄星电子公司依靠创新求发展

图为工人在车间进行生产操作

本报讯（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刘俊
英）走进位于津南区小站工业园区内的
天津玄星电子有限公司，厂区里景观石
上“拼搏创新”的字迹遒劲有力、格外醒
目。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玄星公
司自创办至今一直用拼搏的态度对待事
业，以创新为手段助推发展。随着自主
研发的智能优化磁力片玩具在近期正式
投入生产，公司在创新发展之路上又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智能优化磁力片玩具由玄星公司在

2020年研发成功，是一款适合多层次年龄
的玩具。与传统磁力片玩具相比，新产品
增强了听觉感受、视觉效果和触摸感，环保
安全性方面也得到大幅提升。为使孩子
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公司一方面聘请专
家经过考察、市场调研和大量实验，从众多
颜色中选出利于儿童观看、能调动儿童积
极性的颜色；一方面在产品中加装了自主
研发并已取得相关发明专利的XX8518
迷你超薄扬声器，借助动听的声音来提升

刊登广告或公告致电
2852 0482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新
气
象
新
作
为

做好“六稳”落实“六保”

本报讯（记者 王彤 张鸾）3月28
日，津南区首次生态换水工作拉开序
幕，通过对区域内二级河道低质量水的
有效置换，优质的海河上游水将源源不
断地引调流入津南大部分田间沟渠，为
春耕备耕以及绿色屏障建设注入“强劲
养分”。

上午九点，在区水务局工作人员袁
振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月牙河小站泵
站，看到相关工作人员按下了操作按钮，
随后机器轰鸣，三个闸门同时开启，“沉
睡”了一整个冬天的河道水从闸门内喷
涌而出，按照每秒5立方米的流量计算，
预计大概两天的时间月牙河小站泵站就
能够完成排水任务，随即将开启海河水
的取水工作。

除月牙河小站泵站以外，当天，花园
泵站、北中塘泵站、西关泵站共同启动了
排水工作，将幸福河、四丈河、卫津河、月
牙河以及石柱子河中的“陈年旧水”排入
海河下游，进入渤海。置换引进的海河上
游水将主要用于小站镇、北闸口镇、八里
台镇、双桥河镇区域内的农田耕种、绿色
生态屏障树木种植、小站稻种植的灌溉工
作。整个生态换水将持续一周时间。

袁振广介绍：“这次换水行动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区二级河道的水质，
提升水环境质量，同时，也为我们上游的
绿色生态屏障区补充水源，为小站稻的春
耕备耕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

春耕备耕,水利先行。水是农业生
产的命根子，而灌溉用水质量的高低将
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这次
“大换水”行动，正是提升水质的“良
药”。顺着袁振广手指的方向，记者看

到闸门里排出的水颜色泛黑，并不时有
杂草等漂浮物，水质较差。那么，置换后
的水质又如何呢？“置换后水质从五类水
提升到四类水的标准，水的含盐量达到
千分之一左右，对种植来说，是一个很理

想的一个指标。从感官上我们也可以明
显看到水体清澈，优质的水也能够增加
河道的自净功能，使得我们的水环境质
量能得到很大的提升。”袁振广说。

今年，随着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小

站稻建设用地的增加，以及耕地全覆
盖的需求，灌溉用水量同比增加了 3
成左右。为此，区水务局提早动手，
超前部署，积极协调市水务局争取到
充足的用水指标，增加区二级河道引
调水量。同时，密切关注农业墒情及
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水闸、泵站等水
利工程调度运用,适时开启沿河涵
闸,引水入渠,灌沟灌塘,尽一切可能
多蓄水、多引水，满足沿线春耕生产
用水需求，保障春播春种及小站稻种
植等农业生产及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的正常进行。

目前小站镇正在全面推进“黑臭水
体治理及水系连通工程”建设工作，构建
覆盖全镇的巨大水网，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改善水生态环境，相关部门围绕“盯
紧全镇水网，连通全域水系”，精心谋划，
周密部署，科学制定规划方案。对全镇7
条总长38.88公里的二级河道进行综合
治理，建设7座渠首取水泵站、1座灌排两
用泵站以及4座强排泵站。
同时，结合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小站镇

上机械、出人工，彻底清除河道垃圾、杂物和
河岸两侧违法建筑，疏通水系连通的“毛细
血管”，努力将全镇水系“搞活”。

截至目前，该镇水系连通工程的项
目总体进度已完成约90%，随后将进行
设备调试及河道沟渠连通测试。

下一步，区水务局将针对小站稻生
产实际需要,充分利用现有水源,合理制
定用水计划,统筹用水管理,加强水资源
调配,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同时
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确保春灌期间输供水
安全。

连日来，津南区开展新冠疫苗大规模目标人群接种，全区各医疗机
构与11个街镇、市派医疗力量统筹资源，或驻守接种点位，或深入企
业、高校，递次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各级领导一线指挥，医护人员连续奋战，包保干部紧盯现场，精准
组织、科学调度、跟踪服务、细化流程，在完善接种点布局、“六步流程”
设置、人员调配、技术支持等各环节基础上，目前，拟建设的11个大型

接种点已经建成，各点位接种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截至3月30日16时，全区共摸排18至59岁人口505306人，完成

首剂接种111549人。下一步，津南区将继续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工作部署，逐步扩大接种范围。

记者 沈欣 陈涛 通讯员 蔡畅达

新冠疫苗接种有序进行

提升改造后的沟渠水质清澈

本报讯（记者 董昭义）今年6月24
日至27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将举办
开馆首展——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
智慧建筑博览会，目前，微信公众号和官
方网站的观众免费注册通道已经开启。

市民可以通过搜索“GIB绿色智慧
建筑展”，关注公众号后进入到公众号底
部菜单栏，点击“观众登记”，按照提示填
写信息获得确认码。也可以通过电脑端
登录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
博览会官方网站，点击“展会参观”完成
注册，生成入场码。根据要求，参观时需
要携带身份证入场。
据了解，本次展会的观众主要分为建

筑行业的专业观众、会展行业的专业观众

以及普通市民，普通市民和专业观众都可
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及官网等渠道进行注
册。此外，对于建筑行业的专业观众，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会通过电
邮、短信、邀请函以及朋友圈等方式进行定
向精准地直接邀约。目前，已建立的建筑
行业专业观众数据库覆盖人数50余万，已
进行建筑行业同类展会地推活动20余场。

据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
司展览部经理陈婉婷介绍，本次首展是全
市场化运作的展会，目的在于给展商和观
众搭建一个高端交流、供采对接的平台，
通过展会成功进行实质性贸易撮合。目
前，引入的会议论坛已经有100余场，整
个展会预计的目标观众达到15万人次。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开启观众注册通道

“绿色智慧建筑”等你来

医护人员正在核对接种人信息 建筑工人们正在有序接种疫苗

学生们配合医护人员有序完成预检程序 医护人员正在注射疫苗

本报讯（记者 张镡丹）为提倡文
明、节俭、安全祭祀新风尚，规范辖区祭
祀用品市场秩序，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日前，津南区民政局联合区市场监管
局、各街镇执法队及民政办开展清明节
前祭祀用品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以寿衣店、祭祀用品经营
店等为重点，重点检查销售违禁冥币、宗
教迷信印刷品等违法违规行为，查看了

经营场所是否存在“三无”产品、经营主
体是否存在无照经营及超范围经营、是
否有利用清明节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加大检查力度的同时，工作人员还
从强化宣传入手，积极向经营户和周边
群众宣传文明祭祀的新风尚，通过张贴
海报、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倡导市民以鲜
花祭祀、植树祭祀、网络祭祀等绿色、低
碳的祭奠方式来缅怀亲人。

津南区开展祭祀用品专项检查

案例1：北京韩邦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2020年12月29日，津南区环
境行政执法人员对该单位进行现场
检查，并于2021年1月4日进行调
查询问，发现该单位擅自在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进行产生
噪音污染施工作业。经调查询问以
上内容属实。

该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天
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依据《天津市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津南区生态环境局对其依
法进行立案查处，并于2021年2月
2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人民
币三万元的罚款，目前该单位已经
缴纳罚款。

案例2：天津市鑫北供热有限
公司

2021年1月4日，津南区环境

行政执法人员对该单位进行现场检
查，津南区环境监测人员对该单位
锅炉废气治理设施排口废气进行取
样监测，并于1月7日进行了调查询
问，发现该单位锅炉房内1号、2号、
3号、5号锅炉废气排放口的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超过《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2/151-2020）中规
定的标准排放。经调查询问以上内
容属实。

该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的规定，津南区生态环境局对其
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并于2021年2
月2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人
民币三十万元的罚款，目前该单位
已经缴纳罚款。

津南区生态环境局

让津南水系“活”起来
津南区农业换水治水稳步推进

拥 抱 会 展 共 赢 津 南

孩子的动手能力，进而激发大脑潜能。
天津玄星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

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主
要产品包括美容仪器、儿童玩具、生活用
品、智能电子、塑料制品等，可为客户提
供产品配套加工、原始设计、原始生产解
决方案及服务。目前，公司拥有国家授
权专利33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外观专
利3项，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27项。产
品不仅覆盖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还远销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尽快完成研发成果转化，今年，玄
星公司投资近500万元购置了注塑机、
玩具模具以及其它辅助设备用于新产品
生产，用机械自动化代替人工，既降低了
成本，又提高了生产效率。预计年新增
生产能力 230 万件、年新增销售收入
1560万元。

环境违法典型案例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