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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谷丰（天津）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我局受理杨恩龙、
张爱媛投诉你单位拖欠
工资一案，现已调查结
束，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向你单位邮寄送达
［西 青］劳 监 理 字
［2021］第004号《行政
处理决定书》。但你公
司拒收上述《行政处理
决定书》，现要求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我局领取《行政处理
决定书》，地址：天津市
西青区中北镇中联产业
园5号楼（联系人：张永
胜、张立雅，联系电话：
27393172），逾期未领
则视为送达，我局将依
据法定程序依法进行处
理。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公 告

本报讯（通讯员 张建雄 卢昊）为深
入推进西青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分
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日前，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工贸行
业“双控”机制建设部署培训会，各街镇、
经开集团及全区重点工贸企业安全负责
人共计40余人参加。

安全专家紧紧围绕“双控”机制建设
的必要性和双重预防机制的构建进行授
课，之后由“双控”机制建设示范标杆企
业——中色（天津）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进

行经验交流，介绍其建立健全“双控”工
作制度、培训教育、风险隐患辨识、编制
风险四色图等工作经验，让与会人员更
直观地了解和掌握开展“双控”机制建设
的具体招法和措施。

通过培训交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在强化安全意识的同时提升
安全技能，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同时，以安全生产三年整治专项行
动为契机，运用好“双控”机制，全面提高
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防控能力和水平。

夯实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基础

西青区狠抓“双控”机制建设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赵金婉）日前，杨柳
青镇共享经济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成功
举行。这些项目的落地将为促进杨柳青
镇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本次签约6个项目，包括上
海亿众零工平台项目、佰卓商务项目、北
京风追科技项目、天津科雷亚特网约车
平台项目、上海飞翮结算及灵工平台项
目、天津同力数矿科技项目。杨柳青镇
将和相关企业在网约车平台、企业孵化
服务、智能放风机、工业互联网等共享经

济产业资源方面进行合作，依托各自资
源优势，积极搭建平台，共同打造共享经
济产业园。

下一步，杨柳青镇将继续深入贯彻
新时期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总要求，继续深入践行新发展
理念，用足用好“亲商八条”、西青现代服
务业30条等惠企暖心政策，营造透明、
诚信、可预期的投资发展环境，持续提升
服务水平，推动杨柳青镇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现新突破。

依托资源优势 积极搭建平台

杨柳青镇打造共享经济产业园

天津优客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本委已受理云志刚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津西青劳人仲案字
[2020]第1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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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下午 14 时
00分在本委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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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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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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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旭景津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位于天津
市西青区柳口路 46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1663089245N，法定代表人司云川。

失信惩戒条数共12条，主要是因未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而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未支付担保费、租
金、合同预付款、代偿款、贷款、担保费和未偿还借
款等。

其中，列举了3个案件：（1）原告刘某与天津
旭景津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七被告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
0103民初1123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天津旭景津
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需返还原告刘某借款本金人
民币3925000元和其他费用。2015年11月6日
被告司云川等人通过冠群驰骋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居间介绍，向原告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约
定司云川等人向原告借款500万元，当日原告向
二被告支付借款，二被告出具收款确认书。合同
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5日至2016
年3月5日分四期还款，前三期每次还款55万元
（包括50万元本金及5万元利息，利息按500万
元，月息1%计算）；最后一期还款355万元（包括
350万元本金及5万元利息）；前两期被告如约偿
还本息。第三期还款被告只偿还本金75000元及
5万元利息，尚欠3925000元本金，此后被告没有

其他还款。
（2）原告天津市汇青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天津旭景津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
一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11
民初985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天津旭景津川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欠天津市汇青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100万元及其他费用。原告与被告旭景津
川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借款金额
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2日至2016
年12月17日，年利率6%，借款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付息。如果旭景津川公司到期不能还款，除应支
付利息，每日按借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加收违约
金。《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出借义务，
其中，被告2016年12月16日偿还900万元，余款
100万元至今未还。
（3）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青中心支行与被告天津旭景津川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
院作出(2019)津0111民初5493号民事判决书，确
认天津旭景津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偿还天津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中心支行贷款本息共
计7143120.81元及其他费用。在2018年3月14

日，原告与被告旭景津川公司签订一份《微小贷款
业 务 借 款 合 同 》，该 合 同 编 号 为
9020A05320180026号。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偿
还之前编号为 1166A00220160024 号《借款合
同》的贷款。本次借款金额890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8年3月14日至2019年3月13日，年利率为
5.22%，按月结息，还款方式为按照还款计划进行
清偿。同日，被告旭景川宇公司、被告司云川、被
告王丹分别与原告签订《微小贷款业务保证合同》
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在保证合同中
签字盖章确认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依合同约定拨
付了借款890万元，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旭景津
川公司只偿还部分借款。合同到期后，被告旭景
津川公司未按约定全部偿还借款，其他被告也未
履行担保义务。截止到2019年4月19日，被告旭
景津川公司拖欠贷款本金6901890.54元、逾期利
息167616.71元、罚息73613.56元。

执行中，西青区人民法院和河西区人民法院
查明天津旭景津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有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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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名单公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毅）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渐渐走进公
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购买和驾驶新能源汽车。张家
窝镇加快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建设，缓解居民充电难问
题，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便利。

在张家窝镇的马路上，常常能看到挂着绿色牌照的新能
源汽车驶过。新能源汽车普及了，居民出行更方便了，马路
上的尾气排放也变少了，但居民们却遇上了充电难的问题。
由于许多新能源车主没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加之新能源汽
车充电较慢、等候时间长，常常出现公共充电桩一桩难求，车
主私拉电线的问题。这既让新能源汽车的便利性大打折扣，
也给社区居住安全埋下了隐患。

为了解决居民“痛点”，为群众办实事，2021年，张家窝镇
公共汽车充电桩建设被纳入区级民心工程，计划为镇内19个
小区安装公共充电桩289台，以供居民中的新能源车主使用。
截至7月14日，已为镇内7个小区安装了132台公共充电桩，
并已全部投入使用，大大缓解了小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
状况。

下一步，张家窝镇将全力推动剩余公共充电桩安装工
作，力争在今年8月底前全部完成289台公共充电桩的安装，
尽早让更多小区拥有公共充电桩，让更多居民享受在家门口
充电的便利。

图为新能源汽车使用公共充电桩充电

家门口享受新能源汽车充电便利
张家窝镇8月底前安装完成289台公共充电桩

本报讯（通讯员 程亮）为确保汛期生态环境安
全，张家窝镇环保办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开展汛期
环境安全防控工作。

及时转发气象信息，做好安全提醒。张家窝镇
环保办对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向镇内
各单位推送，同时制定和下发防范大雨天气指南，让
企业第一时间了解天气和降雨变化，根据企业实际
做好防涝排水准备工作。

加强涉危废企业帮扶指导。对相关企业风险防
控应急管理情况、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和危险废物
贮存、转移、处置等环境风险防控点进行全面排查，并
现场指导企业进行整改，及时消除环境隐患。

针对重点企业进行检查排查。降雨后，镇环保
办对工业园区易积水路段，尤其是涉危险废物、重点
涉水排污企业周边路段进行了全面检查，防止发生
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多措应对 消除隐患

张家窝镇保障汛期生态环境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董丹丹）为积极响应西青区与河
北省平泉市的协同发展合作，进一步加快推进东西部
就业协作工作，实现两地间劳务输出、就业联动协同
发展，促进就业精准对接工作取得实效，日前，赛达人
力公司工作人员在西青区人社局的组织下远赴河北
省平泉市，参加2021年平泉市夏季高校毕业生暨京
津冀劳务协作招聘会。

赛达人力公司携带了西青经开区5家企业的招
聘信息，共计70余个用工岗位，涉及行政文职、维修
技工、蓝领操作等多个职位。招聘展位前，人头攒动，
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相关岗位信息，并指导应聘者填写
简历信息，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热情高涨。招聘会

现场收取求职信息百余条，赛达人力公司将尽快为这
些求职人员安排区内企业面试和入职工作，预计将有
50余人入职企业，为解决西青经开区企业用工和当
地人员就业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下一步，赛达人力公司将继续积极响应“保就

业、稳就业”的国家号召，配合做好区域协同发展工
作，在平泉市当地建立求职咨询和企业招聘信息发
布渠道，积极引导当地求职人才来津就业，更好地服
务于用人企业的招聘需求，为实现乡村振兴作出应
有的贡献。

赛达人力公司参加京津冀劳务协作招聘会

西青区与平泉市精准对接助力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哲 刘熙）
日前，中北镇澜湾花园社区联合中
北镇市容以及共建单位西青区统计
局在社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倡导绿色生态、健康环保的生活
方式，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
识的了解，提高居民垃圾投放准确
率，激励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
分类行动中来。

在宣传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们向居民发放了垃圾
分类宣传册、纪念品，并为居民详
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方法和好处，
鼓励居民从日常小事开始，坚持做
好垃圾分类，积极践行绿色生活和

绿色消费，共同建设和谐宜居的生
态环境。

此次活动得到了辖区居民群众
的欢迎和赞许，使居民认识到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增强了居民对垃圾
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切实推进
了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让垃圾分
类走进社区家家户户，走进居民日
常生活中。澜湾花园社区居民说：
“在活动中了解到了垃圾分类相关
的一些环保知识，能帮助我们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为建设低碳环
保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图为志愿者粘贴垃圾分类知识
宣传单

中北镇澜湾花园社区开展宣传活动

倡导文明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本报讯（通讯员 杨浩）为进一步强化市容环境
综合整治，消除光污染，美化提升李七庄街道市容市
貌，日前，李七庄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执法力量，
对街域内主要道路违规LED广告牌进行了拆除，为
群众营造安全、整洁的市容环境。

前期，执法人员对违规安装LED广告牌商户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并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综合执法大队根据前期的摸底调查情况，成立专项
治理小组，安排专人，分批次分点位，对光明路、秀川

路、津涞道、昌凌路、宝带路、江湾路、绥江道等问题
点位LED广告牌进行了重点整治，拆除违规LED广
告牌，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此次集中行动，李七庄街道沿街户外广告
有了明显改观，市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李
七庄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还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契
机，加强日常巡查和管控力度，坚持发现一处、整改
一处、拆除一处的原则，巩固整治成果，切实提升辖
区整体环境。

拆除违规LED广告牌

李七庄街道提升市容环境面貌

简明新闻

◇《天津市西青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完成修订并印发实施，重新梳理了
西青区突发事件分级分类，明确了应急管
理组织架构，丰富了事前预防、事发响应、
事中救援、事后救助各项应对措施，为西
青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处置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保证。 （通讯员 吴江）

◇为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成果，西青区财政局今年投入1449万元
用于统筹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
作，经费安排涵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化讲文明·树
新风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等，今后将大力推动文明城区建设经费筹
集拨付工作，鼓励相关创新举措落实。

（通讯员 孙潇楠）
◇日前，西青区财政局党员志愿服务

者到中北镇假日风景社区开展了“创文志
愿服务”暨法治宣传专项活动，向社区居民
发放法治宣传材料，宣传法治理念，普及
政策法规知识。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增强
了居民法治意识，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
边、走进群众心里，切实巩固提升了创文
工作成果。 （通讯员 王宏利）

本报讯（通讯员 潘馨）西青区
税务局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鼓励
各支部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主
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
取得显著成效。
“机关党支部+税务所党支部+

企业党支部”靠前服务企业发展。
日前，西青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党
支部、西青区税务局杨柳青税务所
党支部、西青区税务局所得税科党
支部与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厂财预
部党支部、供热公司党支部开展联
学联建活动，成功搭建了优势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党建工
作平台。通过立体式开展党组织共
建活动，税务部门走出机关、深入企
业、主动服务纳税人缴费人，在税收
政策宣传、业务流程操作辅导等方
面为企业提供精细化、专业化服务。
“税务所党支部+赛达投资党

支部+商会联盟党支部”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日前，西青区税务局赤
龙南税务所党支部、赛达投资控股
党支部、商会联合大厦党建联盟党
支部签订结对共建协议，以支部共
建为基础合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做好招商引资工作。通过共建有效
打通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企业与
服务机构之间的通道，实现资源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融合推动，从而
进一步搭建起要素富集、领域贯通、
便捷高效的招商引资联席机制。

联学联建 创新实践

区税务局靠前服务助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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