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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全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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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夜话

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记者 任宝顺

连日来，有不少网友在各类新媒体后台
询问，位于和平区的“新”津湾广场什么时候
开街？有没有电音演出、童话巡游表演、创
意市集、cosplay？关于网友们的各种问题，
记者就带着大家的疑问，一探究竟。看看
“新”津湾广场在7月16日开街时到底都有
什么？
“新”津湾广场将主要入口之一的滨江

道与解放北路交口，设计定位为“城市U
盘”，万余只气球存储在“U盘”内，组成了一
条色彩斑斓的“通道”，看上去无比炫目，彰
显出该区域的唯一性和区域位置的特殊标
记性。同时，该区域也是津湾广场的展示舞
台，将不定期邀请各路网红来此进行直播，

充分吸引目光。
“眉画柳烟黛，唇染胭脂红；流波含情

脉，粉面春意生。”明灯闪烁，璀璨的彩色灯
海中，晕染了“新”津湾的夜空，让和平区有
了全新的“彩色地标”。

试想一下，7月16日开街时，喜欢动漫的
游客们身着各种cosplay的服装，站在壮观
的“气球U盘”旁拍照打卡，大片出炉还不是
分分钟的事！另外，开街当天，这里每隔两小
时就会有一场创意演出，全天循环。

不管走到哪里，随手拍发朋友圈才是最
重要的，各位潮男潮女们，“新”津湾广场的
精彩不仅前面说的那些。津湾广场坐落在
海河旁，与天津站隔海相望，与意风区和滨
江道商业街遥相呼应，其周围又都是天津金
融的标志性区域，并分布了剧场、影院、餐

饮、娱乐等多种业态，融合现代化、欧式建筑
于一体的开放、和谐、生态、智能的高端商务
商业聚集区，潮牌市集、灯光秀、童话巡游表
演等潮流元素，在光影间交替，定会使您有
“满园深浅色 照在绿波中”的意境。

此外，“新”津湾广场还全新打造了电音
表演、裸眼3D、商铺盲盒等多个主题，强化
了演艺元素、亲子元素、时尚元素、潮流元
素……体验感升级再加力，精彩不断，等您
一起来体验。

据了解，“新”津湾广场重磅打造了两大
“演艺平台”，分别位于亲水平台和中央演艺
广场。亲水平台上采用了裸眼3D技术，在
视觉感观上全面升级，由激光灯将“津湾广
场”四个字放射到物体上，凹凸有致，立体感
十足，给人们带来质的飞跃。中央演艺广场

主舞台神秘概念全新来袭，演出内容更是火
热劲爆，电音乐队17日、18日全天的巨献的
电音演出派对，所呈现出国际范儿的酷炫电
音特效，加上狂热似火的摇滚表演、时尚潮
派演出，让演艺热浪有如波涛汹涌般袭来，
再配合超前的“I&JW”无人机表演，给游客
带来震撼的视觉盛宴，使津湾广场热度不
断，简直不要太刺激。

商铺盲盒、创意快闪、伴手礼以及轮滑、
滑板、平衡车表演等都将“新”津湾广场打造
成为潮流集合地，为广大网友和市民游客提
供一站式的“潮、玩、购”平台。

和平区打造全新地标 提供一站式的“潮、玩、购”平台

“新”津湾广场后天开街 给你好看

本报讯（记者任宝顺 通讯员靳婧妍）7月8日，团区委
召开和平区各界青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座谈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区委常
委会有关要求。青少年代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岗位实际和工作、学习经历，畅谈了认识
和体会，展示出和平区青少年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信心决心。

区税务局团总支、区“青马工程”第二期培训班学员、
区青联委员、耀华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逸阳梅江湾国
际学校学生等做了表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实际行
动诠释“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书写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精彩人生。

座谈会后，团区委负责人就上半年基层团建工作情况
和下半年重点任务进行总结部署，并就基层团组织建设考
核以及“两新”团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向各直属团组织负
责同志进行讲解和工作安排。

会前，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视频。

区委党校与区科协
共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体验红色线路
感受传统教育

本报讯（记者张艳芬）7月7日，区委党校、区科协的党
员干部共同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体验和平区红色旅游线
路，在张园开启一段“红色之旅”，让广大干部、职工感受革
命传统教育。

在张园，大家首先观看了红色情景短剧《信仰》。随后
一堂题为《和平区革命旧址与党史纵深的关系》主题党课，
图文并茂地讲解了在和平区这片土地上那些革命遗址中
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革命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了解
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数革命先烈开展的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登上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铛铛车，仿佛
通过时间隧道，把参加活动的人员带到那个残酷的斗争时
期……
“天津和平”微信公众号上的红色遗迹打卡活动，让大

家纷纷拿出手机，寻找身边的红色遗迹；车子刚刚停好，代
号“老猫”的联络员就发布了“地下联络任务”，参加活动人
员立即角色转换，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按照“老猫”提供
的线索，寻找到接头人，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任务……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深受
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担当实干，砥砺前行。

和平创新大厦党委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红船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讯（记者李震）日前，和平创新大厦党委开展主题
为“红船精神 红色记忆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推动驻厦党
员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
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本次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学习“红船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感受
天津变化。50名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随着海河
游船“人民号”从古文化街码头驶出，讲解员开始讲述着海
河两岸的红色故事，回顾了解放天津的峥嵘岁月。
“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共分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百业俱兴”“改革开放”“现代化天津”四部分。
在行船过程中，党员通过观看各类史料照片、珍贵展

品及海河两岸景色，聆听讲解员讲述金汤桥、觉悟社、中共
中央北方局等海河沿岸红色遗迹的故事，深切感受到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重温了革命前辈的战斗历
程，深切感悟红色经典的时代内涵，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更加深入了解天津百年红色历
史，感受天津的蓬勃发展。

团区委召开座谈会

统一思想行动
书写精彩人生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平区南营门
街文化村社区编织组20余名成员利用不同元素组合，一起制
作了手工绢花作品《建党百年·世纪献礼》。

谈到作品的整体设计，组员田明琴介绍说：“作品的材料大
部分都是可回收物再利用，绢花的材料是废旧的布标。大家结
合手工艺术想象力，编织出极具创新的作品，通过作品展现时
代故事。”文化村社区负责人说，通过学做绢花，激发了老年人
对手工艺品制作的热情，引导社区居民节约资源、变废为宝，养
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

下一步，文化村社区将继续带领党员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奋
进新征程，以此表达对党的感恩和祝福。

节约资源变废为宝
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本报讯（记者王阳）自“和平夜话”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全体党员干
部深入走访基层一线，与企业负责人、社区
群众交朋友、话家常，了解社情民意，切实
帮助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在不久前开展的“和平夜话·共话特
种设备安全”的活动中，天津市华富宫大
饭店有限公司负责人反映，饭店内的电
梯因前承租方不配合交接过户而无法通
过年检，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影响饭
店正常运营。接到问题反映后，区市场
监管局负责特种设备监察的工作人员帮
助该饭店解决困难。本着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的原则，该局特种设备监察工作
人员在了解了企业反映的详细情况后，
协调联系天津市特检院电梯室，以最短
的时间帮助该饭店解决电梯年检的“燃
眉之急”，切实为企业解忧，助力企业正
常、有序发展。

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区市场
监管局以“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为抓手，深
入房管系统调研食堂从业人员和配餐单
位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疑难问题，并进行了
针对性的培训。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
员系统讲解了食品经营单位的日常监督
要求、注意事项及在配餐环节中容易忽视
的细节，清晰解答了从业人员存在的疑
惑，明确了食品安全的各项要求，进一步
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助力保障房管系
统的食品安全。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坚持
问题导向、民意导向、需求导向，将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变为工作常态，结
合市场监管职责，继续践行“和平夜话”实
践活动宗旨，再现新时期党群关系的鱼水
深情。

区市场监管局
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了解社情民意
助力有序发展

本报讯（记者赵蔓灵）按照市金融局
开展“处非宣传月”活动的要求，区金融局
联合天津金融博物馆举办“学法用法护小
家 防非处非靠大家——2021年度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社区巡展活动，深入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及“和平夜话”实践活动。

7月7日，区金融局与天津金融博物
馆在南京路社区举办“社会集资与金融安
全”巡展和讲座作为首秀，开启了此次系
列活动的序幕。讲座内容涵盖非法集资
犯罪的基本特征和分辨方法、非法集资犯
罪的主要形式、非法集资犯罪的新趋势等
方面，为参加者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和防
范方法。

据悉，区金融局将于下半年在全区六
个街道开展12场形式多样的巡展宣传活
动，通过开展活动使“防范远离非法集资”
的理念在和平区真正深入人心，共筑防范
金融风险堤坝。

社区居民王阿姨表示：“像我们这
些上岁数的人都是骗子首选对象，听
完这个讲座后我学到了不少防范知
识，提高了很多防范意识，这个讲座办
的对我们特别有用。”

2019年以来，区金融局与该馆合作
开展巡展活动已陆续走进数十家社区和
单位、累计受益数万人，对和平区居民群
众了解金融常识、防范非法集资犯罪起到
积极作用。

区金融局举办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

普及金融知识
提高防范意识

■记者 李震

提起“冠生园”，很多天津人不会陌生，
以“八珍鸡”系列驰名的南味卤水制品，更
是给一代又一代的天津人留下了美好的记
忆。但是由于店面更迭和其他历史原因，
“八珍鸡”制售被迫中断，不禁令人惋惜。
最近，这一美食又重现津门。
在位于营口道的天津冠生园门店，上

午刚过11点，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市
民李先生说，“‘八珍鸡’系列等南味卤水制
品是我们这代人记忆中的老味道，以前停
售过一段时间，听说营口道这个冠生园又
重新开始售卖，我这是慕名而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 2005 年 12

月，为配合和平路提升改造，天津冠生园从
和平路225号原址迁出，先后在辽宁路边
廊、滨江商厦负一层等处经营，因场地所
限，“八珍鸡”制售被迫中断，专业的老师傅

先后离职自谋出路，“八珍鸡”制作工艺险
致失传。由于冠生园的“八珍鸡”系列等南
味卤水制品一直是天津人记忆中的老味
道，很多老天津人对其情有独钟，众多忠实
老顾客屡次致电询问冠生园什么时候能恢
复南味卤水制品的制售。

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到了拥有专业南
味卤水技艺的老师傅，并将原有的糕点加
工车间全部改建成南味卤水制品生产车
间，明堂明厨、现场制售，将冠生园南味制
作的老工艺传承下去，重现冠生园昔日自
制生产南味制品的辉煌，更好地为津门消
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南味卤制品。

林正义师傅说，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
心情既兴奋又温暖，那段时间手艺一直也
没落下，现在可以重操旧业，能把“老味儿”
传承下去，服务津门老百姓，也是我们应该
做的。
“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不仅是我国知

名品牌“冠生园”的开创者，更是我国著名
的工商业者和爱国实业家。天津冠生园始
建于1930年，是冼冠生在长江以北开办的
唯一分号。同年，冼冠生提出“食品救国”
的口号，开发新品300多种，并为扩大生产
改建工厂，主要自制生产腊味制品、蜜饯以
及独特的果汁牛肉、桔汁牛肉、话梅等，极
大程度上填补了北方食品的空白，颇受广
大消费者的欢迎。

天津冠生园总经理海滨表示，回顾天
津冠生园91年来的经营与发展史，不仅是
冠生园几代人辛勤劳动和努力创业奋斗
的历史，更是企业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共
同走过艰难坎坷的历史，今后我们将用商
誉创品牌，用诚信铸辉煌，学好用好“精神
营养”，传递精神力量，庚续红色血脉，在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推进企业发展，创造更加美好
的明天。

传承老工艺 满足群众“舌尖上的需求”

■记者 王阳

说起滨江商厦的“十姐妹”柜组，在天
津的商业战线可谓是无人不知，作为全市
商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这些姐妹时刻铭记
着“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用心”为
顾客做好服务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精心
打造和传播着企业文化、传递亲情服务，创
新特色服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滨江商厦“十姐妹”柜组按照区国资委
党委的部署安排，推出了“十姐妹”柜组特
色服务：珠宝首饰与服务搭配推荐咨询、
手表保养维修、翡翠挂件饰品免费编制、
首饰免费清洗保养等服务内容，让广大消
费者在滨江商厦购物真心感受到诚心、贴
心、温馨的服务。
“接到任务后，我们就集思广益，怎样通

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经过讨
论，我们决定还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从
身边小事做起，把现有的翡翠挂件饰品免费
编制挂绳等特色服务再次强化，从以前只是
在柜组帮助顾客服务，改为在商场入口处设
置明显提示跟专用位置，让进到商场的顾客
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内
容。”第一代“十姐妹”柜组成员、滨江商厦黄
金钟表商场经理崔妍向记者介绍。

滨江集团和商厦党委一直高度重视这
支全国先进队伍的团队建设，给予了大力
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把“十姐妹”作为商厦
培养人才的基地。能够成为“十姐妹”中的
一员，在这个团队中得到锻炼，是每一位售
货员的心愿。尽管“十姐妹”的人员在不断
更新，不断为商厦培养出更多优秀员工被
充实到重要岗位，但“十姐妹”柜组“全心全
意为顾客服务”的精神一直被一代一代的
姐妹们传承着。

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十姐
妹”柜组在对不同层次的顾客都做好优质
服务上下足了工夫。她们坚持学习英语、
哑语和各地方言，为老人、残疾人等特殊顾
客实行“关爱服务”，对外地、外国友人实行
“礼宾服务”，对有困难的顾客实行“情感服
务”。她们建立了“青年文明号爱心服务驿
站”及“爱心药箱”，多角度为消费者提供便
利，将贴心服务做到实处。
“我们‘十姐妹’柜组将通过党史学习

教育，练技能、树形象、强服务、立足本职，
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在新的消费时代，细
化服务环节，将体验服务做实，提升顾客在
购物过程中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以新服务
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新征程，为和平区提
升传统服务业水平、打造‘天津服务’名片，
传承和续写新时期的奋斗故事。”第六代
“十姐妹”的优秀代表、滨江商厦纪委书记
韩桓说到。

滨江商厦“十姐妹”柜组：

细化服务环节 做零售业里的“梦之队”

日前，全市连降大到暴雨。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及时清理倒伏树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