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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集团助力津南建设发展

建精品安置房 圆百姓安居梦

致津南区人民群众节约用电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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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彤）日前，津
南区人民政府与三峡电能有限公
司召开座谈交流会，并签署城市低
碳绿色能源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三峡电能有限公
司将发挥品牌、技术、资金、人才、
资源整合等方面优势，以城市绿
色综合能源管家模式助力城市绿
色零碳发展，助力津南区降低能
源生产要素成本，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降低单位GDP能耗，将津南
区域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实现绿色高

质量发展。
会上，津南区政府还向三峡电

能有限公司颁发了“天津市津南区
城市能源管家”牌匾。

据了解，三峡特色智慧综合能
源管家方案，可实现区域清洁能源
利用率达到 100%、可再生能源占
比提高到 75%以上、区域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处置率 100%、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置率 100%，有效改善和
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和活力，在“双
碳”目标指引下，努力提前实现
“3060”碳达峰、碳中和。

津南区与“三峡电能”签订合作协议

发挥优势 共建绿色低碳城市

本报讯（记者 唐文博）为全面落
实“六稳六保”任务，体现津南新实践、
新作为、新成效，连日来，区人社局工
作人员深入区内各大商业综合体，对
接千余家商户，开展就业创业补贴政
策推介，将一张张政策“明白纸”和一
个个贴心的“政策红包”送到商户手
中，积极推动商户招工、百姓就业。

这些政策红包涵盖了市、区相关部
门制定的10余项补贴条目。其中，有

8项政策聚焦重点人群，鼓励毕业生、
技术人才和“4050人员”就业创业，用
工方单项单人最高可享受1000元补
贴，创业人员可享一次性创业补贴
3000元。区人社局工作人员除了在各
商业综合体内设立政策宣传台，还走
进各商户柜台，逐一进行政策解读，帮
助用工方用好政策，与用工方一同打
好就业“组合拳”，持续推进津南高质
量就业态势。

本报讯（通
讯员 李菲）为
营造“信用有价
值、守信有力
量”的浓厚氛
围，近期，津南
区诚信办联合
区总工会，推出
了“信易+劳模
服务”的应用场
景，让劳动模范
享受更多信用
红利。

据 介 绍 ，
“信易+劳模服
务”应用场景激
励对象为津南
区范围内的市
级以上劳模及
待遇享受者、市
级“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津南区总工会
主要实行三方
面激励政策，一
方面组织劳模
免费健康查体，
确保有需求的
劳动模范应检
尽检；另一方面
在元旦、春节、
劳动节、中国农

民丰收节等节日期间，开展劳动领
域先进典型慰问活动，为其送去慰
问品、慰问金；再一方面是组织做好
因病致困的市级劳模和因低收入致
困的退休市级劳模帮扶工作，为其
送去政策帮扶包，帮助其做好申报
工作。
“信易+劳模服务”应用场景的

推行，真正践行了让守信主体“得道
多助”的理念。接下来，津南区将继
续探索、建设、推广“信易+”应用场
景，让守信企业和市民享受更多信用
红利，让诚信更加有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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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社部门解读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开展精准推介 打造宜业津南

刊登广告或公告致电
28520482

小站镇会馆村丰收在望的小站稻引来游客观光打卡 刘文姝 摄

“活力”十一“热力”津南
乡村生态游成出行首选 田园综合体变身“网红”

佳沃世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张鸾 摄

本报讯（记者 于素懿）在刚刚过
去的“十一”黄金周中，津南区消费市场
活力迸发。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各具
特色的文旅看点，共同绘就了津南五彩
缤纷的假日图景。

国庆假期，乡村生态游依然是广大
市民的出行首选。趁着秋日好时光，不
少市民选择与美丽乡村来一场假日之
约。作为网红打卡地的小站镇会馆村
每天都游人如织，在田园综合体里，丰
收在望的小站稻散发着阵阵幽香，荷花
池里的荷叶依然生机勃勃，游客们或行
走在田间的栈桥上拍照留念，或走上观
景台眺望远方，尽享生态之美。为了迎
接游客，该村还做了特别设计，在稻田
边搭起戏台、现场碾米售卖小站稻，让
游客有了更多互动和参与感。来自河
西区的王女士表示：“在网上看到了这
里的视频，觉得太漂亮了，放假就带着
家人来这里转一转，让孩子看看、闻闻
小站稻，感受一下生态美景，心情觉得
很舒畅。”

在大家享受美丽田园风光的同
时，也有不少市民避开热门景区的人
山人海，选择“动静相宜”的方式过
节。位于葛沽镇的新农业主题探索乐
园佳沃世界就成为了“带娃”市民们的
出行新选择。以互动光影艺术空间展
馆——佳沃中心为静，以包括18米高
的疯狂滑梯、4层高的佳沃矩阵的开放
运动空间为动，一动一静间让全家一
起嗨翻假期。此外，可以亲近动物的
萌宠乐园也成了孩子们的快乐星球，
喂食、抚摸、互动拍照，大家玩得不亦
乐乎。

相比“人从众”模式下的外出旅游，
还有不少市民选择在本地购物商场开
启“逛吃”模式。假期里，走进咸水沽镇
的新华城市广场，各主题餐厅门前人头
攒动，网红饮品店里更是汇聚了不少喜
欢“尝鲜”的年轻人，大家徜徉其中，享
受着假期带来的休闲时光。“黄金周这
几天，每天中午不到11：30就已经全都
坐满了，12点就翻台了，每天翻台达到
了5次以上。”商场里一家火锅店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

商场是消费的“主战场”。国庆期
间，全区各商业综合体抓住七天长假旺
销契机，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

永旺·梦乐城天津津南店推出了“文化
演出+打折促销”的系列活动；天津月星
家居广场也创新方式，策划邀请明星嘉
宾到场互动，并设置多重好礼回馈消费
者，同样吸引了大波顾客的关注。广场

负责人介绍：“‘十一’期间，我们推出了
一个‘价格回到十年前’的主题活动，让
更多的人走进商场，以最优惠的价格买
到满意的商品。”

据统计，“十一”黄金周里，全区

文旅景点、商贸综合体、规模酒店等
共接待游客 91 万人次，综合收入约
3552 万元；重点景区接待游客约 3.7
万人次，收入约 230 万元，津南文旅
商贸多点开花。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市民：

为进一步推进津南区“双碳”工

作先行示范区建设，确保能源领域

“双碳”工作取得新进展，现号召全社

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携手共

进，同步行动，做好如下工作：

一、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要率先垂范，带头践行绿色节能办

公。积极做好办公设备科学用电、节

约用电管理。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合

理使用照明灯具，尽可能减少照明数量

和时间，下班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等用

电设备电源及办公室、楼梯间照明电源，

办公场所3层楼及以下停止使用电梯，

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节约用电氛围。

二、全区工商业企业积极参与节

约用电。科学调整和安排企业生产

计划，尽量采取错峰、避峰生产措

施。商场、宾馆、餐厅、娱乐场所、写

字楼等要缩短广告灯、景观灯照明时

间，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使用或停用

大功率用电设备和非必要照明灯具，

积极推广使用节能型电器。努力提

高员工节约用电意识，做到走廊、楼

道等公共区域照明“随走随关”。

三、广大市民自觉采取适度节

约、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居家

照明尽量利用自然光，少开长明灯，

尽量使用高效率、低能耗电器，长时

间外出时关闭灯具、电视、空调、热水

器等电器电源，减少电器待机消耗。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践行低碳，

携手同心！节约用电，自觉遵守；节

约用电，人人有责！

天津市津南区碳达峰碳中和

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报讯（记者 董莹莹）一段时间
以来，津南区扎实推进区、镇两级人大
代表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截至目前，选
区统一公布了选民名单、选举日期和
地点，选民证发放工作也有序展开。

为确保选民积极参与换届选举、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各选区第一时间
到街镇领取了选民名单公告，并将其
张贴于人流密集、便于阅读的点位，同
时根据选民实际状况，通过入户发放、
到社区自取等多种形式发放选民证，

保证发放过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按照市委、市人大常委会的相关

安排部署，津南区自7月份启动区、镇
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以来，各
街镇注重宣传、细化培训、强化监督，
各阶段工作做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
发挥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前期已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了选民登记、选区
划分、选民资格审查等工作，为下一步
组织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
奠定了坚实基础。

扎实推进区、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严肃换届纪律 严把换届流程

791天打造3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为8294户定向安置居民解决居住难
题，创造一系列施工速度快、项目质量
高的精品工程……这是中铁建设集团
房地产有限公司落户津南区3年以来
交出的一份亮眼成绩单。

走进位于辛庄镇白塘口定向安置
房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
派紧张有序的施工场景。“主体结构预
计2021年10月份封顶，计划于2022年
底可以交房入住。”项目公司负责人刘
振华信心满满地说。

白塘口定向安置房项目就是中铁
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接的津南
区三个安置房项目之一。为全力推动
项目早开工、快推进、早交付，公司第
一时间组织召开项目策划汇报会，统
一思想、明确目标、精准策划，不管是
前期立项、报规、审图、开工手续办理，
还是桩基、土方、地下主体结构施工，
“高效率、高标准”始终贯穿项目开发
建设的全过程。进场后7天完成场区
地表清理，33天完成5601根工程桩，29

天完成 50万方土方开挖，12天完成
510口降水井施工，39天完成从清槽到
地下主体结构施工，累计完成7万方混
凝土浇筑，1.3万吨钢筋加工绑扎，20
万平方米模板搭设……中铁人用实际
行动再次刷新了中铁建设在津南区安
置房建设领域的新速度。

除了辛庄镇白塘口定向安置房项
目以外，3年来，中铁建设集团房地产
有限公司在津南区打造的民心工程还
包括葛沽镇定向安置房项目和小站镇
定向安置房。以“打造惠及一方百姓
的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和民
心工程”为目标，该公司结合各个项目
自身实际，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通过
“一项一策”精准有力的措施、扎实有
效的行动，抢进度、赶时间，确保各个
民心工程如期竣工交付。
——葛沽镇定向安置房项目开工

伊始便成立3支青年突击队，各个环节
把控推进施工节奏卓有成效——7天
取得公司注册项目立项、20天取得用
地规划许可证、37天取得工程规划许

可证、54天完成施工图纸审查、78天取
得施工许可证……刷新了系统内开发
手续办理最短时间的记录。
——小站镇定向安置房项目与该

镇土地房屋征收工作同步进行，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建设
步伐。从 2020 年 3月底开始土方开
挖，到5月地下车库全部出正负零，再
到8月30日大部分主体结构封顶，历
时5个月施工进度跑出了建设“加速
度”。目前，项目已于近期交付，为老
百姓如期住上满意房、放心房提供了
保障。
“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津南区

政府优质的营商环境。”项目公司负责
人游良鹏表示，接下来公司将切实担
当起推进城市建设发展、民心工程建
设的责任，在项目管理上精益求精、持
续推进，努力做“文明工程、优质工程、
放心工程”，形成铁建口碑、打响铁建
品牌，确保民心工程建设又快又好，实
现高质量的安居梦。

记者 刘静男 通讯员 王晋冀安

特色活动激发消费市场 王彤 摄

葛沽镇定向安置房项目 王晋冀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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