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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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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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哲 刘熙）日前，中北镇
举办推动企业全面参保暨人力社保惠企政策宣讲
会，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推动惠企便
民政策落到实处。此次宣讲会共有 50余家企业
参加。

中北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联合西青区人社
局、社险西青分中心组成宣讲团，向镇域内企业全
面梳理人力社保有关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更好地
了解政策精神，及时享受政策红利，营造助企惠企
的良好氛围。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激励效应，
推动企业完善职工就业及参保工作，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

宣讲团工作人员围绕扶持创业、促进就业、稳定
就业等惠企政策，解读其具体条款、适用企业、申请
流程、发放标准等有关内容，还就规范企业用工、减
少用工风险等方面进行了实例讲解。与会企业认真
听取政策介绍，就企业在实际运用人力社保政策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询问和交流，并提出了

相关意见建议。
针对企业融资难问题，工作人员向企业介绍了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针对企业招聘难、劳动力就业难的
问题，工作人员向企业介绍就业见习基地招用就业见
习人员补贴政策。

同时，工作人员向企业介绍了“西青人社云平台”
网络服务系统，其中的“办事大厅”包含工伤业务、失
业待遇业务、援企稳岗补贴、一次性就业补贴等业务，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方便企业为员工办理用工退
工备案、补贴申请等各项事宜。此外，“西青人社云平

台”还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免费的求职招聘服务，企
业可以在线发布职位，参加线上招聘会，为自己的公
司招贤纳才。

下一步，中北镇将进一步摸清镇域内企业职工就
业及参保情况，了解企业存在的实际困难，继续做好
惠企工作，用好就业帮扶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完善相
关工作。建议企业关注西青人社局的西青人社云平
台（www.xqrsypt.com），中北镇“海河英才 西引计
划”公众号，浏览了解更多企业用工优惠政策及服务
内容。

中北镇举办推动企业全面参保暨人力社保惠企政策宣讲会

政策宣讲干货多 惠企引才落实处

本报讯（通讯员 盛文月）日前，
西青区税务局一行深入一线走访调
研，与辖区民营企业座谈交流，深入
开展政策精准帮扶，把服务送上门，
助力企业更好发展。

西青区税务局有关人员介绍了
近年来国家为了支持鼓励实体经济
和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陆续出台
的一系列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重点宣传了今年新延续的有关疫情
期间支持企业复产复工的优惠政策
和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优惠政
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
优惠政策等今年持续加大优惠力度
的新政策。
“新政策对企业的优惠力度进

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切切实实
降低了企业税负，在提振企业信
心、助推企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谈到减税降费政策，天津市
永友工贸有限公司的杨会计由衷
地说。

税务干部还就纳税人关心的政
策业务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给予详细的政策解
读。中电高光（天津）有限公司代表
吴女士说，去年税务干部主动帮助
我们解决增值税大额留抵退税问
题，让我们充分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非常感谢西青区税务局精武税务所
的细致服务。

今后，西青区税务局将继续在
加强服务成效上下功夫，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税收宣传服务活
动，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帮助解决
各类涉税难题。

减税降费优服务

区税务局精准帮扶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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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天翔）西青区水务事务中
心湖库管理所提前谋划，加强汛前检查维修力
度，切实把防汛工作想在前头、抓在手头、落到实
处，筑牢防汛安全网。

出实招，“体检”设备，全力做好防汛物资设备
维修保养。为保证防汛物资在汛期供应及时、设备
运转正常，满足防大汛、抢大险的需要，区水务事务
中心湖库管理所按照“定额储备、专业管理、保障急
需”的原则，对自引水大柴泵、发电机、柴油机凸轮
泵、6寸和8寸柴油机真空辅助自吸泵、4寸小型防
汛串接泵、4寸小型水泵、3寸手抬式泵等进行了维
修保养，更换发动机“三滤”、机油等保养件，确保设
备运转正常，汛期物资储备“供应到位、调运及时、
保障有力”。湖库管理所在鸭淀水库大水面上对冲

锋舟进行了试运行，确保不误抢险所需。
促实干，维修水库闸口，确保安全度汛。为确保

安全度汛，区水务事务中心湖库管理所对水库二期
闸口进行了现场清理、浆砌石面维修、土方回填夯
实、土工布铺设，以备汛期正常度汛。

求实效，科学制定鸭淀水库“三个重点环节”。
汛前，湖库管理所及时编制、完善了鸭淀水库调度运
用方案、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以及水情雨情监
测预报方案。下一步，湖库管理所将按照鸭淀水库
安全管理（防汛）预案组织实操演练，保证有效管
用。同时，根据“三个重点环节”工作要求，加强巡查
防守和预警，强化水库应急值守和巡坝查险，将水库
安全度汛责任扛实，将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将具体工
作做实，确保安全度汛。

出实招 促实干 求实效

西青水务战线筑牢防汛安全网

本报讯（通讯员 王甜甜）日前，天津迎来入汛
以来最强降水，位于西青区李七庄街王兰庄村东
（卫津南路东）的辽宁方大集团天津一商旧机动车
交易市场积极应对，切实保证了市场业务正常有
序开展。

在汛期到来之前，天津一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成立防汛工作小组，清点沙袋
及雨衣雨鞋等各类防汛物资器具确保齐全，并组织
员工合力将沙袋装满并搬运封堵住地势较低一侧大
门。业务大厅内员工们定期进行安全用电及安全隐
患自查，自查出的隐患点及时采取措施，市场为应对

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准备。
业务经营上，连日的大雨并没有阻碍群众改善

生活办理车辆过户的热情，早早地来到了车辆查验
通道排起“长龙”。为满足群众的迫切需求，市场员
工毫不松懈，积极做好各项应对措施疏导场院秩序，
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每天穿着雨鞋在雨中、
在积水上耐心、严谨、热情地为顾客办理业务。虽然
院内积水湿滑行动不便，但得益于市场整个业务流
程顺畅以及全员通力合作，市场场院以及业务大厅
秩序井然，顾客来到这里平均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全
部业务办理，得到了顾客们的广泛好评。

一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保证市场业务有序开展

▲天津一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工作人员冒雨
把顾客淹在水中的车辆推到安全区域

▲西青区水务事务中心湖库管理所工作人员
进行设备维修保养

本报讯（通讯员 张璐 陶冶荣）安全生产事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大局，更关系到营商环境的好与坏。今年以来，精武
镇扎实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
要求，牢固树立“抓好安全生产就是优化营商环境”
的理念，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三年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创新安全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
政务服务水平，全力促进精武镇安全生产领域营商
环境优化发展。

精准监管，实现企业分级管理。精武镇开展
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等级化、差别化监管，将全镇
企业分为四类，即低风险企业、一般风险企业、较
大风险企业和重大风险企业，根据风险等级确定
每年检查频次，最大程度减少检查对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的干扰。通过对辖区企业实施分级分类

精准监管，形成权责清晰、全面覆盖、管控有效的
工作格局。

把脉会诊，专家护航安全生产。根据企业特
点，精武镇公共安全办公室聘请安全专家全面对企
业安全管理进行会诊，并一次性告知隐患风险，帮
助企业量身定制生产、经营、建设等全过程安全标
准和隐患防范“明白纸”，协助企业疏通、攻克整改
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通过“一企一策”，全面提升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部门联动，优化日常检查管理。研究开发了精
武镇安全管理信息化平台，形成精武镇安全管理电
子地图、电子台账，确保安全检查内容和标准的统
一。通过信息共享，统筹调度安全部门、第三方安全
检查公司、智能巡检公司、工业园管理办公室，随时
查看巡检台账，优化检查计划，“实时沟通、实时整

改、实时监管”有效推动了联合治理，实现“一次检
查、全面覆盖”。

助企履责，建立智能巡检系统。精武镇为企业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供技术手段和智力支持，建立
了安全智能巡检系统，帮助企业履行自查自检职责，
通过扫描安全二维码，简单明了排查企业安全隐患点
位。企业如需安全专家服务，第一时间组织专家进企
业现场指导。

有需必供，“订单式”宣讲培训。为提升企业人
员安全意识和水平，精武镇为辖区企业开展“订单
式”安全培训，提前向各园区征集培训需求，制作培
训课程。同时，精武镇公共安全办公室做实“领导干
部讲安全”宣讲活动、“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
理”专题教育活动和应急演练培训，在全镇营造良好
的安全宣传氛围。

精准监管 注重实效

精武镇创新安全管理模式

日前，西青区王稳庄镇中
化农业MAP示范农场大美稻
香巨幅稻田画完成插秧。

据了解，今年王稳庄镇小
站 稻 种 植 面 积 约 26000 余
亩，全程采用遥感监测、智能
灌溉、变量施肥等新技术，全
程机械化及无人机插秧、施
肥，同时应用田间气象站、虫
情检测仪等智慧农业管理系
统，为优质小站稻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田建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俊帅 卢昊）区
应急管理局抓实监管责任，夯实主体责
任，有力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深
入开展，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

区应急管理局承担好区安委办职
能，统筹协调重点行业监管部门，制定区
级、属地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生产经营
单位四级包保工作方案，将建筑施工、燃
气、危险化学品等180余个高风险点位
纳入包保范畴，制定了应急处置措施，明
确了责任人员，确保不出现问题。

同时突出重点行业监管，依托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专班力量，
围绕三年行动10个专项整治，进一步

突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建设施工、
燃气、消防、地下管线、特种设备、铁路
运行等8个重点行业领域，对12个街
镇 25个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了督促指
导，推动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管理
责任落实。

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深
入街镇、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宣贯和执法
检查工作，推动企业落实好主体责任。
同时发挥线上监管实效，利用安防网平
台对全区25家危险化学品及重大危险
源企业进行线上巡查，要求企业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定包保工作台账，强
化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工作，确保企业
安全稳定发展。

区应急管理局抓实安全监管责任
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倩雯）为加强环
境应急预案管理，提升应急预案备案质
量，日前，李七庄街环保办组织全街16
家企业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进
一步提升街域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

街域内各相关企业按照实际情况开
展应急演练，确保环境突发事故第一时
间得到正确、有效处置。模拟在紧急情

况下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高效、有序地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减轻环境
污染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此次举办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了
李七庄街企业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
能力、处置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切
实保护群众、企业职工的人身安全和环
境权益。

李七庄街举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提升企业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

图片新闻

◇日前，西青区政府采购中心
受委托实施了区政府所在地公厕市
场化管理项目采购，为了让群众在
使用时既卫生又方便，该项目服务
标准要求较高，对人员架构、培训方
案、应急预案、考核管理等各项内容

都做了细化。 （通讯员 郭玉轩）
◇ 日前，王稳庄司法所“法律

服务轻骑兵”联合天津悦诺律师事
务所人员走进天津思佳木业有限公
司，开展了法治体检进企业活动，切
实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遵纪
守法、依法经营意识，提升了职工
依法维权意识，有力保障了企业有
序经营、健康发展。

（通讯员 汤梦莲）

天津英才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卢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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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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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
仲裁一楼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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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英才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胡雨
晴、魏莉然、刘洪慧、阎
蕊、刘菁与你单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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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号、第 271 号、第
272 号、第 273 号、第
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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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仲裁一楼
仲裁庭）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有证据证明该
裁决存在《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
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裁决。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