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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董双）日前，文化
和旅游部公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全国共评选
出120个项目，杨柳青古镇位列其中。

依托独特夜景

打造多元化消费业态

杨柳青古镇景区位于西青区杨柳
青镇中心区域，区域内文化和旅游业
态集聚较高，传统文化氛围浓厚。近
年来，为加快西青区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创建，杨柳青古镇不断
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拉动景区消费活
动提质升级。

杨柳青古镇景区充分发挥紧邻大
运河的景观优势及历史名镇的文化优
势，以西青区年画文化、运河文化、大院
文化等八大文化为主线，通过灯光造
景、沉浸式体验、街头演艺等手法的运

用，将古镇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元
素相结合，形成独特滨水夜间景观。

引进特色小吃、文创商品、精品民
宿等精致业态，结合如意大街、猪市
大街、意合堂会非遗市集等特色街
区，形成多元化消费集聚区，将杨柳
青古镇景区人气转化为驱动经济发
展的商气，成为同时满足杨柳青镇本
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消费需求的夜间
休闲新空间。

完善景区服务设施

提升消费环境魅力

杨柳青古镇景区不断推进视觉形
象提升改造。2018年以来，古镇景区
新建牌坊、地雕、入口标志等设施，增
设“儿童乐境”“书童画馆”等雕塑，丰
富景区古镇文化形象，打造优美游览
环境。

古镇景区夜晚灯光璀璨，2021年
杨柳青古镇大力推进西青区民心工程
建设，打造杨柳青古镇夜景灯光亮化
工程，在现有夜景灯光基础上，将灯光
效果与胡同环境融合，渲染文化氛围，
遵循“怀旧、传承、美观”的理念，还原
保留纯正怀旧之味。

丰富周边业态

打造夜间文旅经济新引擎

杨柳青古镇景区以独特夜间景观
为载体，持续打造猪市大街、青远路夜
市、非遗市集等消费场景，同时开展御
河景观区民俗文艺汇演、传统花会、夜
间免费观影活动，丰富居民及游客夜
间文旅消费方式。

此外，董家大院青衿集汉服体验、
沉浸式演出《年画的故事》、非遗制作
深度体验等项目，充分挖掘杨柳青镇

民俗文化内涵，打造夜间文旅深度融
合新业态。

规范景区经营

提升消费服务品质

为确保文旅市场秩序良好，杨柳
青古镇景区在商品质量、计量管理、明
码标价、售后服务等方面制定了一系
列管理规定，要求商户按照标准贯彻
执行。加强日常监督，不断提高商户
依法经营意识。开展诚信文明商户评
选活动，与景区200余家商户签订了
《诚信经营信用承诺书》，宣传文明经
营，践行优质服务。

景区综合执法队伍全天巡逻，及
时发现查处景区内占路经营、游商浮
贩等扰乱景区秩序的行为，进一步净
化景区游览、消费环境。

图为杨柳青镇夜景 田建 摄

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公示

西青区杨柳青古镇位列其中

本报讯（记者 周华莹 苗高萌）
为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落实服务群
众长效机制，深入倾听体察社情民
意，创新监管模式，日前 西青区开
展“餐饮安全你我同查”主题活动。
活动中，西青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邀请西青区人民检察院工
作人员和部分学校师生代表深入
永旺梦乐城中北店，随机对韩罗
苑、北李妈妈菜、山上下居酒屋等
店铺，从食品安全管理员配备、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进货查验记
录、餐饮食品加工制作、餐具清洗
消毒、制止餐饮浪费、禁止经营野
生动物和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
物等重点环节进行检查。严格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等要求，规范食品经
营行为，督促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餐饮质量安全问题。

开展“餐饮安全你我同查”主题
活动是西青区市场监管局在党史

学习教育过程中，把学习教育成效
转化为监管动力，推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心、走实
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下一步，西青
区市场监管局将加大监管服务工

作力度，守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
保障食品安全，不断提升食品安全
基准线，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图为工作人员现场检查

全民参与创新监管

西青区开展“餐饮安全你我同查”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董丹丹）说千
句万句好话，不如为企业解决一个
小困难，日前，为保证西青经开区企
业天津福尔欣汽车线缆有限公司项
目及时送电、如期生产，西青经开集
团聚焦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急企
业之所急、办企业之所需，战略规划
与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员主动上门为
企业排忧解难，确保工程项目有序
推进。

自福尔欣送电项目确定以
来，西青经开集团战略规划与建
设部提前与城西电力、企业对接
供电方案，做好施工前期的准备
工作，对于企业在报装用电时遇
到的问题，相关负责人员主动对

接协调，并予以解决，保障电力外
线工程如期开工。

因施工时恰逢雨季，战略规划
与建设部积极与施工方协调，为保
证工期，协调施工方在天气良好时
抓紧施工，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
强降雨对施工现场造成破坏。经
过不断努力、多方协调，福尔欣项
目终于正式送电。福尔欣企业相
关负责人对西青经开集团做出的努
力表示诚挚地感谢，经开集团表示
将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服务好、保证
企业利益。

西青经开区将始终坚持把服
务企业放在首位，主动靠前服务，
以更加专业的服务，更加积极的态
度千方百计协助企业解决遇到的
困难问题，确保每个项目工程顺利
推进，为西青经开区的基础建设贡
献力量。

主动靠前服务

西青经开区助企解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崔思宇）近
年来，张家窝镇积极推进文明创
建，深入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为
垃圾分类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日前，张家窝镇召开了垃圾分类
装运部署会进行工作部署，张家
窝镇综合执法局开展垃圾分类执
法检查，助力生活垃圾分类，推动
生活垃圾分类新风尚。

虽然群众已经基本做到把垃
圾“扔进桶”，但离“分类扔”仍有
一段距离。为了更好地开展垃圾

分类，张家窝镇召开了垃圾分类
装运部署会，会议对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分类装运等环节提出要
求，重点对垃圾清运企业进行检
查，内容包括物业公司有无合理
配备垃圾桶、清运企业有无资质
及是否存在混装混运情况等。

张家窝镇综合执法局开展巡
查，加强对居民小区、餐饮门店、
沿街商铺等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主
体的专项检查，督促其配齐收集
容器，合理设置投放点，按要求科

学投放各类垃圾。综合执法队员
检查了党政机关社会单位、餐饮
经营单位、居住社区等地垃圾分
类投放情况，发放了温馨提示。

张家窝镇综合执法局将继续
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管执法
力度，严查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违
法行为，紧盯不落实规定的单位，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切实为垃圾
分类体系的形成提供执法保障，
确保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不断
巩固提升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成效。

严查违法行为 引导绿色新风尚

张家窝镇综合执法局执法检查垃圾分类

◇日前，西青区财政局一
行到王稳庄镇绿色生态屏障
区进行调研，区农业农村委分
管负责同志详细介绍了生态
绿廊的总体空间格局及生态
景观、生态农业等功能节点。
西青区财政局为该项目积极
争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做好
绿色生态屏障建设项目资金
保障工作。 (通讯员 任栋)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开
发区司法所联合西青经开集
团相关部门，为天津瑞隆达食
品有限公司开展企业法治体
检活动，向企业员工讲解劳动
合同签订、工伤认定理赔等相
关法律知识，并详细梳理了企
业生产中的多发性法律风险
和法律问题，提高企业职工依
法维护切身权益的能力。

（通讯员 魏春萱）
◇ 赤龙南街佳和荣庭社

区加强“七小门店”、快递站点
疫情防控工作，社区工作人员
大力宣传当前防疫措施和防
护措施，叮嘱门店严格执行
天津健康码相关规定，并做好
店内日常消毒、通风等工作，
重点做好快递站点的日常消
杀工作。 （通讯员 门万成）

◇日前，张家窝镇四季花
城社区开展诚实守信宣传活
动，通过宣传诚信相关知识，
讲解诚信建设理念，让居民群
众明白“诚信走遍天下，失信
寸步难行”，引导居民牢固树
立诚信意识，争做诚信建设排
头兵。 （通讯员 吴丽君）

◇ 日前，张家窝镇社会
山东苑社区联合班尼幼儿园
老师共同开展了“美化家园，
变废为宝”主题活动。老师
们借助自己制作的特色展板
给孩子们讲解了如何做好垃
圾分类，志愿者现场为大家
分发了垃圾分类学习小册子
供大家阅读参考。

（通讯员 刘畅）

（上接第13版）

李七庄街党工委书记刘玉峰表示，
全街紧紧围绕西青区“两城三带三区”
发展布局和李七庄街“一二三五”总体
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讲担当求作为。努力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全国文明城区巩固提
升等重点工作，让李七庄街老百姓更有
幸福感。

杨柳青镇党委书记宫克明表示，未
来五年是杨柳青镇转型跨越、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将牢牢抓住杨柳青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有利契机，
按照“一轴一廊、一心三区、两纵四横、
多节点”的城镇发展布局，积极融入京
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以项目招商引领
经济发展，对大院区等优质资源重新
规划、整合，打造“一院一产业，一院一
特色”。加快推进国潮小镇、文化学镇
项目和古镇商圈建设，打造新的旅游
经济增长点。以乡村振兴带动经济发
展，加快推进树蛙部落、忘忧花园理想
村建设和种业协会地展项目建设，打
造串联镇北生态农业资源的乡村振兴
旅游路线，实现“一产+三产”融合发
展。坚持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定力，用足用好“双重优势”，真正把杨
柳青镇打造成为西青区政治文化中心、
天津西部文旅休闲胜地、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的重要文化节点、“一带一路”上的
世界文化名镇、大运河文化带上“最闪
亮的明珠”。

精武镇党委书记张孟军表示，全镇
上下将紧紧围绕“一轴四域两网”总体发
展格局，坚持精准施策，以重大项目引
领、龙头企业带动，强链补链，不断壮大
发展规模效益，全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和产业支撑体系；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培育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全
力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加强产学研深
度融合，聚力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坚
持统筹协调发展，打造津涞公路综合发
展轴，建设“活力北城、生态东园、创新西
产、绿色南田”四个区域，实现“生态绿
网、交通路网”双网同构；不断提升文化
软实力，打响“霍元甲小镇”品牌，持续加
强霍元甲IP辐射力和吸引力，提升精武
文化知名度；深度聚焦民生福祉，在养
老、教育、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持
续发力。

西青经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
磊表示，西青经开集团将把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的政治任务，坚定不移把“两个确立”
真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从党的
百年奋斗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坚定信心、奋发作为，高标准高质量抓
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各项
重点任务，坚持优质高效服务、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抢抓发
展机遇，奋力开拓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得
民心、顺民意、惠民利的践行初心使命之
路。这条路，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继续
执着地走下去。

赤龙南街佳和贤庭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岳月说：“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对指导社区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全体社区干部和党员同志一
定要深入学习领悟，将全会精神落实
到社区实际工作中。今后将继续强化
基层党建引领，带领全体社区工作人
员立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
总结完善社区工作方法，提升辖区居
民幸福感。

中建科工中建钢构培训讲师、全国
技术能手吕永东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带领下，才迎来这个人人都能成才的
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让
我明白即使是基层岗位也能焕发光彩。
作为一名基层技能工人，用技能成才，以
技能报国是我的梦想。在未来，我将不
断学习，超越自己，在中国智造的道路上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实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贡献力量！”

杨柳青镇十一街村农村专职党务
工作者张丽悦满怀信心地说，以前人们
向往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
如今更追求山清水秀、恬静的乡村生
活，面对新的变化和机遇，作为村干部，
我们将牢记为民宗旨，勇担时代使命，
践行党员初心，根植于本村特色，抓住
机遇，让西青的乡村发展有更多空间，
更大可能。

西青区杨柳青镇柳轩苑社区社工
刘宗秉表示：目前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我将时刻听从
命令，坚定不移牢记命令，脚踏实地执
行命令，向群众耐心做好解释工作，把
自查与大数据推送相结合，守护群众生
命安全。

赤龙南街道办事处公共管理办主
任陆夔元表示，作为基层青年党员干
部，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作为锤炼政治品格的重大
实践，把牢政治方向，永葆为民初心。
将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找准公共管理工作的突破点、发力
点，聚焦规划建设、经济发展、环境保
护等关键领域、重点问题，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为西青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谱写西青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韩抒琪）为加强
人力资源市场诚信建设，构建以“信
易+”系列项目为载体，拓展守信激
励应用场景，营造守信受益、信用有
价的氛围，西青区推出“信易+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项目。

通过建立人力资源领域企业信

用档案，开展综合信用评价，对信用
评价为 A 级或受评 A 级纳税人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行政审批、金
融服务、诚信典型案例宣传、加大支
持力度等联合激励措施，推进西青
区劳动用工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

西青区推出“信易+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劳动用工有保障

产权人高则建，
身 份 证 号 ：
120111199608194556
遗失天津市感恩福座
塔位产权证壹张。权
利人；位置如下：圆满
区BB12，权状编号：
A0010010481 特此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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