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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企报国项目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楠、
洪毅枫、孙云孚、王文静
（津西青劳人仲裁字
〔2021〕 第 174- 1、
174-2、174-3、174-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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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单位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
内到本委，地址西青区
中联产业园5号楼（开
源路与九川道交口向东
350米）一楼领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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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西青区农业农村中心将创建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工作和创建平安农机活动
相结合，深入宣传农机安全生产隐患、安全
风险防范等信息，进行安全指导服务，消除
农机事故隐患。 （通讯员 庞连蕊）

◇为增强辖区居民法治观念，引导居民
做到尊法守法用法，日前，张家窝镇民盛里
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志愿者开展建设民主公
正法治环境创文宣传活动。（通讯员 肖萍）

本报讯（通讯员 张悦）西青再添一条交通
“主动脉”，独流减河北堤路预计八月底通车。

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加强西青
区与中心城区、周围区县以及河北省廊坊等地
区的空间联系，西青区高水平规划建设独流减
河北堤路，以此连接津涞公路和G104国道，进
一步完善张家窝镇、辛口镇的道路网络。

独流减河北堤路工程位于西青区境内，是今
年的区级民心工程。线路东起津涞公路，偏向西
北沿独流减河北侧布置，止于G104京福公路，全
长约7.8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
准建设，同步实施道路排水及泵站、绿化、照明、交
通设施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收尾工
作。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道路交工验收，具备通

车条件。
独流减河北堤路建成通车将对提高西青区整

个路网运输能力、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区域发展建
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建成后可将过境车辆疏导至
G104国道，减轻西青新城内部交通网压力，强化
天津西部尤其是西青区辛口镇、张家窝镇与市区
的沟通联系；改善居民出行条件，有利于改善大气
指标，完善地方路网功能，对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施工过程中，西青区运管局找准着力点、突
出重难点，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选派政治素质硬、
专业技术强的党员干部投入到北堤路工程项目的
建设中，以点带面确保项目优质高效推进，全体参
建人员充分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精神，合理统筹

调配人员、设备和材料，最大程度地保证工程效
益、进度和质量。

独流减河北堤路道路性质为省道，在项目完
成后将移交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在养管过
程中因地制宜制定方案，清扫保洁工作在实现机
械化作业的同时，严格控制路面扫保质量；加大路
面小修机械化力度，将高标准精细化养护理念深
入到施工的每一道工序。

西青再添交通“主动脉”

独流减河北堤路预计八月底通车

成就宣传和形势政策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吕田）今年是全民“八五”普法
规划启动实施之年，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进一步展现西青区“七五”普法成果，加强
法治文化建设，培育法治文化精品，丰富法治宣传
活动内容，西青区举办“红心向党 法润西青”群众
性法治书画、摄影作品展，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法治素养，培养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良好习惯。

据了解，此次法治书画、摄影作品展由区普法

办、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联合举办，全区各部门、
各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广泛发动，经过专家
评审，线上投票等方式，共选出优秀作品百余幅，
参展作品立意深远、内容丰富、艺术感染力强，撇
竖点划之中，表达对公平正义的渴望；笔墨方寸之
间，满怀对法治建设的愿景，彰显出作者对法治精
神的崇高信仰。

图为法治书画摄影作品展现场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西青举办“红心向党 法润西青”书画摄影展

体格检查、心理检测、核酸检测是确保兵员质量的首道关口，为严把体
检质量关，向部队输送身体素质好、政治素质高的合格兵员，日前，西青区
人武部在严格疫情防控措施下全力做好“一年两征”秋季征兵体检工作。
区征兵办公室协调区卫健委从西青医院各科室挑选业务骨干、责任心强、
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在军地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下，严格按照征兵政策和
体检标准在西青体检中心开展征兵体检，为应征青年服务。

通讯员 乌志刚 陶冶

本报讯（通讯员 汪连静）日前，西青区普法办、
区司法局和律师普法志愿者，到驻区某部队开展送
法进军营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法治宣传志愿者向部队官兵
赠送了民法典和宪法等法治书籍，发放了法律援
助、民法典等宣传折页，现场针对官兵提出的法
律问题进行了一对一地解答。与此同时，志愿者
还当场演示了如何与律师在线视频连通，解决法

律问题，让部队官兵能够随时随地享受到优质的
法律服务，实现了活动的现场效果和长期效果的
统一。

通过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部
队官兵们依法维权意识，促进了军民融合发展，为
增进军民团结、切实维护军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坚
强保障。

图为志愿者向官兵赠送法治书籍

共建军民鱼水情

西青法治宣传志愿者送法进军营

本报讯（通讯员 于洋 马志国）日前，辛口镇总
工会对27个基层单位、4000多名职工开展了夏季“送
凉爽”慰问活动，把关爱和“凉爽”送到坚守在疫情防
控、重点项目、高温车间、高空作业的一线人员身边。

辛口镇相关负责同志深入一线车间、建筑工地
等地，带着绿豆、白糖、解暑饮料等慰问品，为坚守
一线的职工、高温车间员工、农民工送上一片清凉，
对大家在保障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等工作中所付
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叮嘱大家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劳逸结合，注意防暑降温，加强自身健康保护。同
时，鼓励广大职工战胜酷暑、坚守岗位，发扬吃苦、
战斗、奉献的精神，营造好和谐、稳定、安全的工作
环境。

企业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做好夏季施工作业安
全教育，及时排查隐患，落实安全措施，保障好职工
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坚
守岗位、落实责任，抓严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保护职工安全。

关爱一线职工

辛口镇开展夏季“送凉爽”活动

日前，为进一步提高社区人员及应急
志愿者、社会救援队伍应急救护知识掌握
和自救互救能力，西青区开展“救在身边，
社区讲堂”主题活动。活动中，指导老师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第一目击者”
“黄金四分钟”等应急救护相关知识，随后
指导参训人员进行了心肺复苏和体外除颤
仪的模拟操作，对操作中出现的错误逐一
进行纠正，指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应急救护
知识和技能。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并积极
参与教学互动，反复练习，踊跃提问，培训
现场气氛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技能培训，大
大提高了应急救护知识的掌握和自救互救
能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够在突发事
件和意外伤害发生时，及时有效采取措施
进行自我保护和应急救护，最大限度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记者 谢杨

■通讯员 周涛

吴建旺是天津市西青区青年
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国钰木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他始终秉承
“诚信做人，用心做事”的理念，坚
持“以质量赢市场，以市场谋发展，
以发展求效益，以服务得人心”的
服务宗旨，带领企业发展壮大，得
到社会认可。

天津国钰木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木制包装箱的企业，经过
多年的经营发展，获得了天津市“重
合同守信誉”“出口商品包装质量许
可证”，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
以及客户Q+质量认证等，成功打
开了国外市场，并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不断扩充企业实力、蓬勃发展
动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企业产品
质量服务和市场份额在天津同行业
中占据领先地位，得到了用户的一
致认可和好评。

吴建旺说，企业做大做强，离不
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
帮助，更要在企业取得长足发展以
后，做到不忘初心和饮水思源。

为感恩党和政府，切实履行企
业责任，多年来吴建旺带领公司积
极参与公益活动，累计为社会捐款
捐物130余万元。他认为公益事业
也是生产力，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更
好地提升企业的价值观和竞争力，
做好公益事业才是一个强企应有的
责任和担当。

诚信做人 用心做事
——西青区诚信企业家吴建旺

天津诚旺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

本委已受理章永兴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津西青劳人仲案字
[2021]第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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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上午9时在本
委仲裁庭，地址：西青区
中联产业园5号楼（开
源路与九川道交口向东
350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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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诚 信

“屡禁不止”严重违法失信市
场主体是指近3年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0次以
上，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现将西青区3家严重违法失
信的市场主体依法予以曝光，以示
警戒。

天津市凤鸣冷板有限公司，
位于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工业
园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20111767620555W，法定代
表人王青华。

失信惩戒条数共48条，主要是
因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而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未支付工资及解除劳动
关系补偿，未支付工亡补偿金、丧葬
金、抚恤金、伤残补助金，未偿还担
保公司代偿本息和未支付货款等。

其中，列举了3个案件：（1）原
告李某与被告天津市凤鸣冷板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天津市西青区
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 0111民初
1055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天津市
凤鸣冷板有限公司需支付李某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31095元和其他费
用。原告2014年 6月8日入职被
告处工作。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工
伤保险。被告发放原告工资至
2017年3月23日。2017年3月24
日，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2017
年6月15日天津市西青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受伤为工
伤，天津市西青区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确认原告停工留薪期为8个
月，即2017年3月24日至11月23
日。2018年9月21日该委员会认
定原告伤残9级。原告工伤前12
个月平均工资为3455元。原告于
2018年 10月 13日以被告拖欠工
资、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与被告解
除劳动关系。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前
12个月不含加班费月平均工资为
3455元。原告因治疗工伤垫付医
疗费270元。原告向天津市西青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申请，该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7
日作出（2017）西青劳人仲字第713
号仲裁决定书。
（2）申请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开支行与被申
请人天津市凤鸣冷板有限公司等九
被申请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津 01民初 605号民事裁定
书。申请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开支行向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
求对九被申请人名下22238497.46
元的银行存款予以冻结或查封、扣
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申请人以天
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发支行的保全损害责任保函作为
担保。
（3）执行人张某某与被执行人

天津市凤鸣冷板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纠纷一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作出(2020)津0111民初5241号民
事判决书，确认天津市凤鸣冷板有
限公司需支付张某某2019年带薪
年休假工资1931.03元和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33012.5元。在执行
过程中，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9月11日向被执行人发出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要求其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并
向本院报告其名下财产，被执行人
未按期向本院汇报其财产状况。
西青法院于2020年 10月21日将
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予以惩戒，于2020年10月15日向
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发出限制消
费令。

执行中，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和西青区人民法院查明天津市
凤鸣冷板有限公司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义务，遂将该公司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未完待续）

【失信案例】

西青区“屡禁不止”违法
失信市场主体名单公示

西青区开展“救在身边，社区讲堂”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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