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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贵杨仁牛肉面馆，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6015735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金丰客运有限公

司，遗失道路运输证 1 本，津交运管客字

120107109851 号 ，车 牌 号 为 ：（黄）津

AN736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 人 李 秀 美 ，身 份 证 号 ：

130924199303261540，遗失天津宝龙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1200161350, 号码：02710622，金额：48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天津君益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6U0XP0X，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

宜。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

18222077080)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上海报道）潜

到水下 4530 米是什么感觉？普京座驾

民用版如何？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轻型

飞机什么样……在本届进博会上，作为

最有创意与看点的展览区域之一，国家

展盛装亮相。64个国家济济一堂，纷纷

亮出“绝招”，展示各国形象，彰显十足

魅力。

作为第二届进博会展览面积最大的

国家馆，中国馆无疑是国家展中的“重磅

之作”。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为主题，通过开篇视频、创

新中国、开放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

大陆与港澳台地区融合发展六大板块，

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

新时代新机遇。在创新中国单元，观众

可进入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中，潜水器

模拟下潜到水下4530米，大家在这里直

呼过瘾。在“深海勇士”旁，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展示同样精彩。望远

镜展示装置看上去小小的，但观众一旦

戴上了 VR 眼镜，就可以看见遥远的脉

冲星。

在俄罗斯展馆，最吸引人眼球的展

品当属俄罗斯豪车Aurus。它的国宾版

Kortezh，就是普京总统在就职典礼上的

座驾。而作为民用版，Aurus由俄罗斯国

家汽车工程研究院和俄罗斯车企Sollers

联合生产。虽然是民用版，但在现场看

上去也气场十足。此外，展厅内还展示

了可以在2.9米厚的冰面上畅行的核动

力破冰船、阿穆尔河天然气加工厂等。

在捷克国家馆，这里展出了一系列创新

和技术先进的产品。在这里，观众可以

看到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轻型飞机、将

用过的食用油转化为化妆品可生物降解

成分的专利技术、精密的光学设备和高

端设计的灯具等，还有久负盛名的纯手

工玻璃工艺品。在意大利馆，比萨斜塔

都搬进了进博会。这里由比萨斜塔、古

罗马圆形大剧场、米兰大教堂以及圣马

可广场组成。在牙买加馆，这里透着浓

浓的加勒比风情，茅草屋棚顶、咖啡馆等

动感造型，展现出牙买加当地特色。在

赞比亚馆，这里内部摆放着大量赞比亚特

色动物雕塑，整个馆充满童趣，生机勃勃。

“来到这里不仅与相关各国的供应

商进行了对接，同时也仿佛全球旅游了

一番，领略到世界各地

的民俗风情。”新区一家采购企业负责人

王伟表示。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上海报道）

进博会不仅为津企搭建了采购平台，同

时也推动了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在昨日第二届进博会现场，由津企

BOCE Global 渤海跨境产业电商平台

与马来西亚联手打造的马来西亚线上

国家馆正式上线运营，这也是马来西亚

出口中国商品的官方指定线上渠道。

目前，国家馆已上线包括铁锰锡矿、河

沙、橡胶、咖啡、水果、燕窝在内的30余

种马来西亚特色产品，涉及矿产资源、

农林产品、石林产品三大产品板块。

在上线推介现场，海涛国际食品有

限 公 司 、PSP 润 滑 油 有 限 公 司 、

Eurostead 环球有限公司三家马来西亚

公司向中国企业进行了产品推介，并

进行供需合作洽谈。马来西亚水果、

清真食品等产品进行了现场签约，协

议总额达2亿美元。

据了解，去年首届进博会期间，渤

商所旗下 BOCE Global 渤海跨境电商

平台正式上线。得益于其快速良好发

展，今年吸引了马来西亚大宗商品环球

贸易公司合作设立 BOCE Global 东盟

大宗商品国际业务拓展中心，此次又搭

建了马来西亚商品线上国家馆。线上

国家馆的正式上线，初步建立起一个立

足马来西亚，服务马来西亚和东盟各国

公平、公开、公正的 P2C 产业电商平

台。今后，该线上国家馆将建成永不落

幕的线上博览会，向国内企业及贸易商

推介马来西亚特色产品。

进博会国家展 一站式逛全球

津马合作打造 马来西亚线上国家馆“开馆”

清华电子院北京中关村企业
共建中清IC设计与创新中心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清华大学天

津电子信息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电子院”）

了解到，清华电子院近日与北京中关村集成

电路设计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共建中清IC设计与创新中心，双方将在

成果转化、产业与专业服务、人才资源发展、

空间场地、投融资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高新区企业锐新昌科技
通过审核有望年内上市

时报讯（记者 战旗）记者昨日从天津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申请日前通过中国证监

会发审会审核，有望在年内成功上市。

据了解，锐新昌科技成立于2004年，注册

在滨海高新区，是本市一家优秀的民营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从事电力电子铝合金型材散热

器、高附加值铝合金工业型材以及深加工制品

的研发制造。企业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757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5亿元，用于企业进一步

做强主业。

普京总统座驾民用版

捷克工匠现场雕刻水晶

“深海勇士”号潜水器

中国展区展示的电气化飞机 本组摄影 记者 贾成龙

老挝红木家具受关注

沟通零距离
一心守好社区“责任田”
随着创文进入关键时期，为彻底根治

社区环境痼疾，大港街综合执法大队抽调

精兵强将，组建了执法大队社区服务中

队，专门配合社区居委会，全力做好市容

管理、环境清整、违建拆除工作，竭尽全力

为各社区创文攻坚克难。

过去社区发现需要治理的问题，一般

情况下先要向执法大队反映，执法大队根

据情况布置给某中队，该中队再根据实际

工作情况安排队员去处置。这样的工作

程序经常导致信息滞后，严重的甚至令小

事演变成大事。社区中队成立后，大港街

处置各社区的治理难题则开始“走捷径”。

记者了解到，各社区居委会与社区中

队建立了专属微信群，各社区凡发现创文

治理难题，只要在微信群里一说，社区中

队人员立即到达现场。“社区中队自成立

之初就目标明确，即社区是他们唯一的

‘责任田’，如此‘一对一服务’，确保了社

区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执法大队大

队长郭庆峰指出。

“过去需要磨破嘴皮子的事儿，现在

只要在微信群里发上几个字，不用再喊第

二遍，执法队员就来了，难题很快随之解

决。”谈起成立社区中队带来的便捷，三

春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韩涛频频点

赞，“我们社区一户居民院后面的违章堆

物问题好几年得不到妥善解决，社区中

队一个上午就全清干净了！”韩书记向记

者介绍，近期，社区中队帮助三春里社区

解决了好几个老大难问题，让社区工作

人员省了不少心，为此，他代表社区居民

和工作人员特向队员们赠送了一面锦

旗，以示感谢。

由“客串”变为“主角”
学会“软着陆”

在福华里社区，一些社区居民私自在

自家楼前楼后或其他公共空地安装汽车

地锁，将一部分公共空地变为自家停车

位，严重阻塞了社区公共通道。发现问

题后，社区主任杜焕茹第一时间在微信

群里说明了私装地锁的问题。接到问题

后，社区服务中队副中队长王增发亲自

带队，连续干了两天，把分散在小区各角

落的 100 多个地锁全部清理干净。与此

同时，中队还对辖区内33个居委会44个

自然小区展开了地毯式调查，摸排汇总

违章地锁地桩，并进行逐一治理。随着

百余处违规地锁地桩被一一拆除，占用

的车位重归社区居民所有，居民们纷纷

拍手称赞。

“过去我们不敢轻易叫城管队员来社

区，因为是两个部门，老是像求人似的，不

好意思，能干的我们都尽量自己干，可社

区女同志多，又没有执法权，一些事说了

居民也不听，有时候真是很难办。”杜焕茹

深有感触地说，“经过拆除私装地锁这件

事后，真心觉得城管队员不仅能站在居委

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还能努力想办

法把问题解决好。”

在社区中队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

中队长就告诫大家：“我们和社区是一家

人，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今后在处理违

规违章问题时，不能像过去那样‘客串’一

下就走，而要‘反客为主’，以战友的角度

想方设法圆满解决。”

在处理一户小区居民老大娘违章堆

物问题时，面对老大娘严重的抵触情绪，

为了尽快把问题处理好，社区中队副中

队长彦磊自己掏钱，把老大娘认为能卖

的破烂儿都买下来，然后清走，他的这种

举动让社区居委会备受感动。“过去执法

人员来社区处理问题总是想‘快刀斩乱

麻’，跟我们居委会‘软着陆’的思想有很

大分歧。真没想到，社区中队的队员们

早就学会了‘软着陆’。”该社区居委会主

任说。

快捷查办违章
执法成本降至最低

由于每次举报信息都能得到高效率

落实，社区也愿意及时将社区的违章、违

建信息通报给社区中队。由于信息真实、

准确、及时，社区中队处理快捷，大大提高

了查处效率，降低了执法成本，取得了拆

违工作的主动性。

采访中，开元里居委会党委书记李鑫

告诉记者，在近期的社区改造中，居委会

发现多处违建占压了天然气管道，他们随

即给社区中队发了信息。不一会儿，社区

中队、执法大队领导及相关施工单位领导

都赶到现场，当时就研究拍板，使问题得

到快速解决，“这在过去肯定得协调好几

次才行，必须要给社区中队速度快捷这一

点点个赞！”

前一阵子，荣华里、福华里有几户小

区的居民想私自圈占绿地和扩建阳台，趁

着周六日地基都挖好了，准备浇注混凝

土。社区发现后立即通报给社区中队，社

区中队立即派执法队员赶至现场，及时制

止了施工，违建行为得以有效制止。“别看

就差这几小时，真等他盖好了，水泥硬了，

想拆除难度就大了。工作难做不说，即便

同意拆，也得动用施工机具，无形中增加

了执法成本。”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孔令侠

介绍。

为让老百姓了解什么是违建、私搭乱

建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彦磊还来到

阳春里社区举办了“创文执法知识讲座”，

并和老百姓进行了互动，为大家普及创文

常识。

“观念变、天地宽，正是由于执法观念

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足点找到

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多了，效果也

好了。”郭庆峰表示。据悉，近一个月来，

尽管社区服务中队查处了数十处违章违

建，但没有出现一起矛盾激化和上访投诉

问题，真正赢得了居民的赞誉。

决战创文见行动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欧美小

镇社区收到辖区枫景家园小区居民送来的感

谢信。

枫景家园小区景观湖亲水平台的木栏杆

和长凳损坏严重，不仅影响小区环境，更会带

来安全隐患。“居委会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后，马

上提出想办法更换。没过几天，这些木栏杆和

长凳就全部更换成了不锈钢栏杆，12把座椅也

更换一新。”枫景家园小区居民王继仁说，社区

居委会说办就办，给居民生活休闲带来便利。

“创文工作开展以来，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利用休息日、节假日，经常组织党员、志愿者

深入居民小区开展卫生环境清整，而且他们自

发进行巡查，对小区安全隐患展开排查整治。”

王继仁说，针对小区建成时间较长、公益设施

陈旧的实际情况，社区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对小

区进行实地考察，对人居环境提出优化方案，

为小区申请多项民心工程项目。过去小区里

经常发生的盗窃、邻里纠纷以及业主与物业的

矛盾越来越少，小区环境和风气也越来越好。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为确保创文取得实

效，日前，大港油田市政服务公司启动油区道

路维修，全面修缮辖区破损路面，解决居民关

注的民生问题。

红旗路是大港油田区域内的交通主干道

之一，承担着保障辖区居民群众安全、方便出

行的重任。受种种因素影响，不少路段破损严

重，有的路段甚至常修常破，成了“补丁路”，无

论行人还是机动车通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为此，大港油田市政服务公司以“创文为

民”为宗旨，扎实开展油区六条主干道修缮专

项行动。红旗路是本次油区公路大修工程六

条道路中面积最大、战线最长且施工难度最大

的道路，东起津歧公路、西至港西大道，全线长

度13.09公里，维修沥青道路11万平方米，预

计新建花砖人行道4万平方米。光明大道、西

围堤道、建白路、运输路及芳华中心路目前均

在 平 稳 施 工 中 ，总 体 形 象 进 度 完 成 接 近

50％。预计除光明大道南端、红旗路东围堤道

至西围堤道路段外，其余均能在今年内竣工。

新区首个城市执法社区服务中队 专攻社区创文“老大难”

沟通零距离 一心守好社区“责任田”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周敬民 报道

昨日，大港街三春里社区党委书记韩涛，代表三春里社区向大港

街执法大队社区服务中队赠送了一面写有“服务社区，执法为民，社队

联动，合力创文”字样的锦旗，感谢社区中队为该社区解决了一系列创

文“老大难”问题。

社区环境痼疾是大港街很多社区的“头痛事”，但连日来，记者在

该街采访发现，街道通过成立执法大队社区服务中队，对口解决社区

创文难题这一创新举措，让这里的居民小区“文明之花”处处有，营造了

良好的居民生活环境。据统计，社区中队成立不到一个月，共拆除各类

违法广告牌20余块、清理私设地锁109个(套)、清理违章堆物20余处、

制止违法施工近20起、拆

除违建近1000平方米。

创文解难题 居民点赞

大港油田启动油区道路维修

这些“补丁路”变了模样

为社区创文攻坚克难为社区创文攻坚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