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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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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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琪）为贯彻
落实西青区“亲商八条”工作措施，
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日前，西青区税务局一行深入企业
了解经营现状，解答企业涉税咨询，
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西青区税务局相关科室及主管
税务所有关人员先后到天津经纬恒
润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威盛电子有
限公司及法雷奥西门子电动汽车动
力总成（天津）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走
访，认真听取了企业产品介绍、经营
状况及未来规划，面对面向企业宣
讲税费政策，为企业分发宣传品，搭
建起税企沟通的桥梁。

西青区税务局一行就纳税人密
切关注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电子
专票、环境保护税、出口退税等热
点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对于现场无

法解决的非税务问题，认真做好
记录，督促相关科室及时转办有
关部门，实时跟进解决情况，尽心
竭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急、难、
想、盼”问题。

企业负责人表示，西青区税务
局政策宣讲细、服务态度好、退税效
率高，企业要依托西青发展优势和
优质营商环境，为区域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西青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不断
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加强与企
业沟通联系，确保问题解决的时效
性。下一步，西青区税务局将坚持
定期走访服务机制，全面落实“亲
商八条”各项措施，搭起税企连心
桥，全力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实地走访 宣讲政策

区税务局搭起税企连心桥

天津般果集采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兆才、边海

龙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津西
青劳人仲案字[2021]第 1号、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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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委仲裁庭（地址：天津市西青
区中北镇中联产业园5号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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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裁决书的
期限为闭庭后的7日内，逾期
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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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委已受理田玲诉你单

位劳动争议案（津西青劳人仲
案字[2020]第2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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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上午
9时 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
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联
产业园5号楼一楼仲裁庭）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
庭后的7日内，逾期不领取即
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鲜秾农业科技发展（天津）有
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兆才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津西青劳人
仲案字[2020]第 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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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
庭（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
镇中联产业园5号楼一楼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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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裁决书的期限
为闭庭后的7日内，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为降低气象灾害风险，服务西青区经济社
会发展，遵照《天津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经区政府同意，西青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根据天气条件适时开展人影作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作业时间
2021年4月15日—10月15日，实施37高

炮夏秋季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全年开展流动
火箭炮、燃气炮人工增雨（雪）作业。

二、作业地点
经空域管制部门批准，将在我区辛

口镇的当城炮站、第六埠炮站、水高庄
炮站和杨柳青镇的大柳滩炮站实施人
影作业，射界区范围为作业点中心半径
10 公里。

三、作业使用装备
BL—1A型人工增雨火箭炮、双37毫米高

炮、燃气炮。
四、注意事项
市民如果发现故障弹或弹药残骸，请不要

靠近，并立即向区人影办、当地政府或派出所
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擅自拆除、搬动或
储藏，否则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10，022-27399572或 022-
23799371（西青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地
址：西青区杨柳青柳口路10号。

特此公告

西青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021年4月9日

天津市西青区2021年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祁琴）为切实
提升张家窝镇“双万双服促发展”工
作水平，日前，张家窝镇有关负责人
员与老君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企
业服务部、政法巡逻队、张家窝司法
所、天津市桑榆律师事务所等部门
相关人员，深入天津市某混凝土有
限公司进行走访帮扶，开展“法治体
检”，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增强企
业内生发展动力。

走访帮扶中，大家详细询问企
业发展思路、经营情况，深入了解企
业在经营中融资、要素成本、市场及

土地供应、环境容量等方面制约发
展的突出问题，力求把企业面临的
困难、问题、诉求摸清、摸透、摸到
位。结合企业的诉求及切身问题，
为企业“把脉问诊”，千方百计为企
业搭平台、找出路、解难题。为企业
在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加强保
障，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赠送
《企业常见法律问题及风险防范》等
法律书籍，提出健全法律风险预警
防范和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议，助力
企业降本增效、稳定生产。

同时，在走访帮扶中精准掌握
行业发展动态，开展以商招商活动，
优化包联机制和效果，全力打造张
家窝镇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
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为企业“把脉问诊”

张家窝镇精准帮扶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赵金婉）杨柳青镇以深化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基础，重点打造大柳滩村、白
滩寺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
业的美好家园。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创新垃圾处理机制，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
推进的方式，将白滩寺村作为垃圾分类示范村，严格
落实操作流程，做到了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处
理，最终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同时，按照
不低于7‰的标准，进一步充实村庄保洁人员队伍，
配齐垃圾收运车辆及设施。目前全镇村庄垃圾清运
率达到了100%。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落实改厕补贴政策，全面
推进“厕所革命”。按照“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整体提
升、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的基本思路，积极推广水冲
式卫生厕所改造模式，同步实施厕所粪污治理，以“水
冲厕+三格化粪池+资源化利用”方式为标准，坚持不
懈推进“厕所革命”。目前，白滩寺村、大柳滩村等户
厕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同时，高标准规划建设或提
升改造了农村公共厕所，大柳滩村新建公厕18座，白
滩寺新建、改造公厕3座。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按照“污水管网+村
级处理站”模式和雨污分流、达标排放要求，在白滩
寺村新建污水处理站1座，在大柳滩村新建污水处
理站3座和三套污水处理设施，并配套建设了污水
管网、雨水管网以及附属配套设施，该工程现已完成
并投入使用。

提升村容村貌。按照“污水管网+村级处理
站”模式和雨污分流、达标排放要求，在白滩寺村新
建污水处理站1座，在大柳滩村新建污水处理站3
座和三套污水处理设施，并配套建设了污水管网、
雨水管网以及附属配套设施，该工程现已完成并投
入使用。

开展清洁田园建设。全面推进清洁田园建设，

坚持减量与增效并重，坚持生产与生态统筹，坚持
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加强农田园林垃圾常
态化治理工作，配备园田保洁员、垃圾清运车，对农
田园林垃圾治理实施了长效化管理，加大秸秆、杂
草的综合利用和治理力度，农田环境面貌得到了显
著改善。

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落实河湖坑塘全面“挂
长”制度，对辖区河道沟渠坑塘实施全面治理，在设立
镇级河长的基础上，设立了村级河长28名，实现“河
长制”管理全覆盖。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村街的责任
沟渠坑塘，建立了村级保洁队伍，做到对村级沟渠坑

塘实施日常管护保洁，形成了水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近年来，杨柳青镇创新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全国

卫生镇、全国文明村镇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围
绕垃圾治理、厕所改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清
洁田园建设、水环境治理等“六个治理”重点内容加强
整治力度，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明显减少，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进一步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在杨柳青镇落地生根。经过多年不懈努
力，去年杨柳青镇被全国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镇”
荣誉称号。

图为环境整洁的杨柳青镇村庄

绘就美丽乡村新貌

杨柳青镇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本报讯（通讯员 卢昊 杨成豹 张建雄）西青区应
急管理局谋新路、制良策、出实招，深入开展危险化学
品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专项整治行动，稳守安全生
产“基本盘”。

引导安全舆论，营造安全氛围。区应急管理局开
展受限空间作业、预防硫化氢专题培训，面向全区重
点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安全生产领域重点行业主管部
门传达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部署情况，讲解硫化氢中
毒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理措施。现场发放预防硫化氢
警示贴牌12000份，发放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宣传手册4000份、悬挂宣传条幅20余面，为此次专
项整治行动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狠抓摸底排查，掌握基础信息。按照《危险化学
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指南）》
要求，区应急管理局安排3个检查组对55家红表企
业开展“回头看”，防止违法经营行为“死灰复燃”。同
时，对正在生产的40余家危化、医药化工企业危险化
学品存储情况、销售流向、精细化工反应、总体布局等

进行了摸底排查，全面掌握全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
发展现状，为精准开展专项整治提供科学依据。

督导企业自查，夯实主体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与
全区227家危化企业（含纸面办公企业）统一签订安
全生产警示函，分组、分批督导全区危化、化工医药及
其他高危企业对照检查表进行自查自纠工作，推动企
业运用“事故警示教育+安全管理培训+安全制度完
善+安全管理提升”模式优化专项整治成果，确保以
“隐患自查自纠”促“主体责任落实”。

强化执法效能，紧盯整改闭环。区应急管理局联
合区消防救援支队，采用“消地结合”形式，对全区危

化企业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诊断式检查——从企业安
全基础管理、设计与总图、工艺及仪表电器等4个方
面进行系统诊断，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和违法行为及时
督促企业整改，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以
“执法权威性+诊断专业性”确保此次专项整治精准
和高效。

下一步，区应急管理局将以“指导服务+处罚问
责”方式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整改，对整改中弄虚作假、
故意推脱的企业绝不姑息，高质量完成此次危险化学
品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专项整治行动，以优异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谋新路 制良策 出实招

区应急局开展危化品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谢杨）日前，光大环保能源
（天津）有限公司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小客人，他
们是来自王稳庄镇中学及中心小学的40名中
小学生。大家满怀期待走进厂区，在现场感受
到垃圾“变废为宝”的神奇。

学生们观看了光大环境宣传片，参观了
垃圾发电全景模型、垃圾储存池和垃圾焚烧
发电厂中央控制室。在近距离体验过程中，
学生们对垃圾的运输、焚烧、余热利用、烟气
处理、自动控制、发电系统等环节有了更加清
楚的认识。

学生们对废弃的生活垃圾变成焚烧发电

的绿色能源的神奇之旅充满了好奇，一边参
观一边向讲解员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天
有多少垃圾运到这里？垃圾如何进入焚烧炉
焚烧？焚烧后如何发电？焚烧排放的烟雾有
没有污染？”讲解员耐心地一一解答。随后工
作人员组织学生们进行了垃圾分类知识竞答
小游戏。

在活动中，学生们将前期开展的垃圾分类
“随手拍”活动绘画作品、摄影作品进行了捐
赠。学生们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环保宣传，养
成良好生活习惯，用实际行动践行垃圾分类新
时尚，为美丽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王稳庄镇学生走进光大环保公司

实地参观感受垃圾“变废为宝”

中北镇把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巩固创文成果做为一项常态
化工作来抓，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整活动，为群众创造更加整洁、舒适
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文明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通讯员 于莎莎 孙毅 摄影报道

垃圾分类

天津市西青区西香味道时尚
餐厅：

本委已受理翟展超、李新
建、赵海朝、刘超、张振、张伟、
武二龙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津西青劳人仲案字[2020]第
3078-3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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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天
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联产业
园5号楼一楼仲裁庭）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7
日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友引（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周熙才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津西青劳人
仲案字[2020]第2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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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上
午 10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
中联产业园5号楼一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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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的7日内，逾期不领取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权利人：刘士琦遗失天津
市玉佛寺寝宫塔位产权证一
张 ，位 置 如 下 ：圆 满 区
JDH06， 权 状 编 号 ：
A0010013013 特此声明作
废。

2021年4月16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通讯员 庞连蕊）日前，西青区开展了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培训，确保做好推进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
面高质高效升级。

在培训会上，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现场对参会的农机合作社成员及机手进行了主要农
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培训，大力宣传农作物全程
机械化的有关知识并发放生产知识手册，使农业机械
化新技术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全区农作物全程机械
化水平，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
支撑。

服务乡村振兴

西青开展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