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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乐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磊、张浩、

刘生辉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津西青劳人仲案字[2020]第
2546-2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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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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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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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门壹墅（天津）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赵磊、石雪松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津西青
劳人仲案字[2020]第 2983、
3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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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上午9时在
本委仲裁庭（地址：天津市西
青区中北镇中联产业园5号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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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赵凌弘）日前，辛口
镇水高庄村组织村内食品企业和餐饮单
位进行了相关食品安全方面的培训，进
一步加强村域内食品安全防控管理，提
高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和服务质
量，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

培训会上，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和
辛口镇食安办负责人进行了讲解。随着
气温升高，各餐饮单位要做好三防措施
（防蝇、防尘、防鼠），门店挂好门帘，安装
并使用灭蝇灯，售卖冷荤冷素的单位做
好防尘措施，时刻保持后厨及店内环境
卫生，做好消毒工作。餐饮店内未悬挂
公示栏或公示栏已损坏的应及时到社会
服务中心进行更换。店内工作人员的健

康证要在有效期内，如将临期，及时电话
预约办理。

同时强调，食堂必须具有食品备
案证明，凡是接触食品的人员配备有
效健康证，操作人员要穿戴工作服、工
作帽、口罩等，避免菜品污染。每日饭
菜要按照标准要求进行留存，原材料
的索证索票保留齐全。各餐饮单位要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营业，张贴禁烟标
识，取消烟具，对店内吸烟的消费者及
时进行劝阻。

通过此次培训，普及了食品安全相
关知识和标准，提高了工作人员对食品
安全的重视程度与自律意识，营造“人人
参与、人人监督”的浓厚氛围。

加强防控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

辛口镇水高庄村举办食品安全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宋畅）日前，西
青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走进李七庄街
天祥工业园开展税收政策宣传，面
对面解答企业涉税难题，听取企业
意见建议，与企业共话税事。园区
3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宣传
活动。

宣讲会上，税务人员结合园区
企业实际，详细讲解了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及个人所得税
汇算最新政策，并对西青区税务局
纳税服务调查问卷工作进行了推广
动员。同时，税务人员面对面为企
业人员解答涉税难题，认真听取企
业意见建议。

宣讲会现场气氛热烈，企业代
表积极踊跃参与，主动申领宣传材

料，并结合当前税收业务问题与税
务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宣讲会历时
两个半小时，为纳税人发放资料50
余份，共搜集纳税人意见建议26
条，现场解答纳税人疑问23条，得
到参会企业的一致好评。

本次宣讲会得到天祥工业园区
的大力支持，天祥工业园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西青税务人员主动深入
园区，送政策上门，为企业答疑解
惑，实现了税企之间、企企之间的对
话与交流，非常感谢税务部门的支
持和帮助。

今后，西青区税务局将进一步
深化探索、实践与区域组织者的协
税合作关系，完善密切合作机制，通
过发动区域管理职能开展多方宣
传，扩大税收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加
强税收政策宣传的深度，用实际行
动让企业感受到便民办税春风“拂
面而来”的温暖，为西青区域经济发
展作出税务贡献。

区税务人员走进园区开展税收宣传

面对面解答企业涉税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倩雯）为进一步提升李七庄
街域内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意识，日前，李七
庄街环保办联合区生态环境局举办危险废物管理培
训会，全街50余家涉危废企业负责人参加。

区生态环境局专家从四个方面详细解读2021
年危险废物监管工作。一是危险废物年度工作要
点，二是危险废物名录及新固废法相关要求，三是危

险废物贮存设施相关要求，四是危险废物委托处理
及转移的要求。授课专家点面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积极引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好危险废物管理
方面的各项管理制度。

此次培训会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对危险废物管理
重要性的认识，对推动区域内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落实主体责任 完善管理制度

李七庄街举办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肖萍）为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
消防安全综合素质，日前，张家窝镇民盛
里社区开展了消防安全演练活动，营造
社区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此次消防安全演练活动，社区工
作人员联合物业人员，就灭火器使用
方法和扑救技能现场进行操练，按照

“一摇二拔三喷”的使用要领，对干粉
灭火器进行了灭火实操。通过实际操
作学习掌握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突

破了火灾时的“怕、慌”心理，提高了消
防灭火技能。

现场人员就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和调整，让参与演练的人员
能够真正掌握消防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和
细节。物业人员表示会全力配合社区做
好辖区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居民安全。

此次消防安全演练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
灭火扑救能力，为创建平安和谐社区打
下扎实基础。

普及安全知识 提高综合素质

民盛里社区举办消防安全演练

■通讯员 张璐 叶顺敏

做一件性能极佳的消防服，需要什么？需要高性
能的材料！这样的材料，谁能研制？坐落于西青区精
武镇学府高新区的天津津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
是一家致力于这些材料研发的企业。

PPS？PPSO?乍一看你可能以为这是现下的网
络热词，正在百思不解。但其实这就是津纶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致力研发的高分子材料的化学简称。

天津津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为主导，以聚苯硫醚（即PPS）、聚苯
硫醚砜（即PPSO）、呋喃二甲酸基聚酯等高分子材
料研发为技术突破口，专业致力于国家尖端高分子
聚合材料及其深加工分离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的企业。

这家科技创新型企业依托“天津工业大学纤维过

滤材料创新团队”和“新型纤维与非织造材料创新团
队”进行“产学研用”全方位发展。公司主要围绕高性
能纤维材料的研发和特种树脂改性与应用为主要内
容开展产学研活动，并探索产业用纺织品的设计、加
工和应用中的科学问题和技术关键。

该公司成员及其合作专家学者长期从事纤维新
材料和产业用纺织品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先后承担
和参加完成了973项目、86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石化科研计划项目、教
育部等科研项目60余项。

在特种环保和防护材料领域，津纶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与天津工业大学合作推出了新一代过滤分离
用“聚苯硫醚砜（PPSO）特种纤维材料”。据了解，
PPSO纤维兼具耐高温、抗熔滴、耐腐蚀和阻燃等特
性，是高温除尘、腐蚀性污水处理、极端环境防护等领
域的关键新型材料，是实现绿水青山国家战略重要的

环保材料，是未来提升国防与航空航天的特种防护和
装备材料，是实现火灾防止的良好家纺材料，是高温
环境作业的极优防护材料。

在生物基材料领域，津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
来将继续推动生物基可再生材料研发、生产、应用及
相关技术服务工作。特别是借助天津工业大学在呋
喃二甲酸基聚酯及其纤维技术方面的研发基础，开展
技术孵化和技术服务。该工作有望促进生物基材料
和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的发展。目前，公司参与开发的
呋喃二甲酸基聚酯纤维和呋喃二甲酸改性PET聚酯
纤维等产品在服装、车用防护和医用防护等领域已初
步应用。

近年来，精武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
励原始创新，积极做好科技型企业认定、帮扶等工作，
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全镇经济发展的动力，全力促进
经济发展水平提质换挡。

坚持科技兴企 专注材料研发
——记精武镇津纶新材料科技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王欢）为深入
实施撮合对接，稳定企业产业链、供
应链、资金链，增强企业生命力、竞
争力，日前，张家窝镇企业服务中心
组织天津泓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雷米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天
津中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
首场工业领域撮合对接会。

在此次对接会上，双方企业自
由接洽、精准对接，就企业需求、产
品生产以及企业优势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实现了供需双方的有效
对接。

本次对接会旨在通过政府搭建

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链接上下游
产业链，全力帮助企业打通堵点、攻
克难点、治愈痛点。

下一步，张家窝镇企业服务
中心将深入结合“十四五”规划中
工业领域专项计划，针对相关产业
链市场开拓不足、产销配套不足等
问题，组织汽车产业、生物医药产
业、智能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和
电子检测产业等业内企业进行对
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
中小微企业整体配套，提高本地产
业配套率，助推张家窝镇经济高质
量发展。

张家窝镇召开工业领域对接会

精准服务企业 搭建供需平台

西青经开区卡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被认定为瞪羚企业。多年来，企
业坚持不断进行研发投入与技术积累，专注于结构加固、路桥养护、建筑及桥梁工业化、建筑外墙涂装等
领域新型材料及配套技术和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李妍 摄

◇ 日前，市农业农村委一行深入西青指导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申报工作，市农机化
处工作人员对申报工作流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讲
解，重点指出申请材料要做到内容齐全、数据可
靠、佐证充分。随后参观了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

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稻秧苗培育基地的
稻种处理和大棚水稻秧苗育秧情况。

（通讯员 庞连蕊）
◇ 日前，杨柳青镇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

讲座，通过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分析火灾事故发生
的原因和惨痛教训，并以理论联系实际，让居民知
晓初始火灾扑救方法、逃生技巧、火灾隐患预防等
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自防自救能力。

(通讯员 赵金婉)

◇ 日前，张家窝镇田丽社区开展新时代“美
家美院”家庭环境卫生集中清整活动，动员辖区
家庭、巾帼志愿者广泛参与志愿清整和宣传活
动。志愿者们深入片区内居民家中，以聊家常、
发资料等形式进行面对面宣讲，重点到辖区独居
老人家中开展家庭卫生清整志愿服务，形成人人
动手、家家参与、全域清洁的良好氛围，共同建设美
丽西青，以整洁优美的环境迎接建党百年。

（通讯员 张君）

图片新闻

垃圾分类

本报讯（通讯员 吴丽君 张君）为了
提升社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积极参与到
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日前，张家窝
镇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向居民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四季花城社区志愿者们就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分类后如何处理的相关问题和
居民进行了详细地讲解，同时为居民发放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处置知识手册和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帮助居民实现垃圾分类的精准投放。

田丽社区志愿者带领居民们学习垃
圾分类宣传册，识别“可回收垃圾、不可回
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标识，加深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认识，提升垃圾分类的准确
性，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
心，提高居民们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
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张家窝镇社区通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增强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
不断提高社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意识，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建美好社区。

张家窝镇开展宣传活动

践行垃圾分类
共建美好社区

天津市西青区宏雨泉日用
品信息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20111600126864 特 此 声
明。

2021年5月21日

遗失声明

1、专利名称：水箱式叠压供水
设备
申 请 号:CN201020299565.1
专利号: ZL 2010 2
0299565.1

2、专利名称：虹吸式止回阀
申请号: CN201020298088.7
专利号: ZL 2010 2
0298088.7

3、专利名称：臭氧催化氧化除
污装置及应用该装置的水处
理系统
申 请 号:CN201020298121.6
专利号: ZL 2010 2
0298121.6

4、专利名称：一种具有臭氧催
化氧化装置的水箱式叠压供
水设备
申请号:CN201520189974.9
专 利 号:ZL 2015 2
0189974.9

5、专利名称：一种具有臭氧催
化氧化装置的管网叠压供水
设备
申 请 号:CN201520189975.3
专利号: ZL 2015 2
0189975.3

6、专利名称：一种具有臭氧
催化氧化装置的直饮水设备
申请号:CN201520190006.X
专利号: ZL 2015 2
0190006.X

7、专利名称：移动式多功能水
处理设备
申请号:CN200720095073.9
专 利 号:ZL 2007 2
0095073.9

8、专利名称：有效降解有机污
染物的健康直饮水处理机
申请号:CN200720094908.9
专利号: ZL 2007 2
0094908.9

关于以上所列专利名称
及申请号、专利号及相关文字
或图案，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媒
体、报纸、网站、公众号、宣传
画册等，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安邦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专利终止声明

郭 伟 身 份 证 号 ：
120111198705310518 遗 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残疾等级 7 级，编号：津军
A003329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5月21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哲 刘熙）日前，“海河英才
‘西’引计划”系列活动——校企现场对接会在西青
区中北镇新城市中心举行，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拓
宽企业用人招聘渠道，找准企业与学校的契合点，真
正做到企业用工与人才培养“零距离”。

对接会上，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天
津金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天津中车四方所科技有
限公司、天津市瑞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
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营模式、
优势项目以及人才需求和薪资待遇。

同时，天津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
海运职业学院、天津理工大学等6所高校代表也就本
校的基本概况、专业设置、特色学科以及应届毕业生
的就业情况进行了简述。通过有针对性地交流，校
企需求实现了精准对接，双方均表达出想要全面推
进合作、加强优势互补的强烈意愿。

对接会后，企业代表和高校代表根据各自需求

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胡智勇说：“通过对接交流，我们了
解到像天软、海运职业学院等学校毕业生的缺口和
需求，也为我们后续开展的招聘工作提供了参考。
我们和对口院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在现场交流中找到
良好的合作契机，切实达到了高效精准的对接，希望
以后类似的活动可以多多举办。”

天津金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人事专员王莹说：
“校企对接会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各高校的就业指
导老师，详细了解各学校的专业设置，为以后校企合
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为企业的招聘工作节
约了成本。”

本次校企现场对接会力求通过建立校企合作
关系，为企业的发展储备、输送所需的各类专业
人才，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促
进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实现企业、学校、学
生“三赢”。

海河英才“西”引计划校企对接会在中北镇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云静 苗高萌）为进
一步构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大合力，
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有效利用公益
诉讼检测试验室，强化检察监督与行政
执法衔接配合，日前，西青区人民检察院
与西青区生态环境局举办公益诉讼检测
实验室合作共建揭牌仪式。

西青区人民检察院与西青区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同志为公益诉讼检测实验
室揭牌，并签订了《公益诉讼检测实验室
合作共建协议》，明确了合作内容和协调
机制等，为实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提
供了可操作的行动方案。

西青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与区生态环境局进行联合，借用区
生态环境局在环保监测检测方面的优
势，再结合我们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监
督职能，实行强强联合，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为建设美丽西
青作出贡献。

下一步，西青区人民检察院将会同
西青区生态环境局，充分发挥生态共建
作用，严格落实合作协议有关内容，进一
步增进交流、合作共建，加快推进依法治
理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建设，推动西青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提升。

区人民检察院与区生态环境局合作

共建公益诉讼检测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