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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年味”下 文明购物你我同行
■ 时报记者 张玮 报道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中新天津

生态城组织各社区网格员入户，为社区居民

送上“平安福”“平安卡”。在入户走访过程

中，各社区网格员在送去暖心新春祝福的同

时，提醒居民注意防盗防骗、注意用火用电

安全以及出行交通安全，提醒广大居民在节

日期间要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保障自身

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平平安安迎接新春

佳节。

网格员入户 送平安到家

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获

悉，新区日前公布《2019年滨海新区食品

安全监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新区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监管效能，坚持问

题导向、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监管、

社会共治，强化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

严控监管措施，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

保障水平，让市民拥有更多舌尖上的获得

感与安全感。

经营风险分级管理
不合格企业无处藏

据悉，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点多面广特

性，去年新区多措并举维护食品安全，开

展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打击食品安全

违法犯罪，落实食品生产经营领域日常监

管并加强培训，对重点领域开展集中治理

提升。“食品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去年

以来，新区不断完善责任体系，强化食品

监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其间，

新区完成 195 家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

级。同时，新区开展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

理，合理运用巡更系统，严格按照风险（量

化）分级管理规定，开展日常检查工作。

同时，新区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加强长效治理机制探索。健全食用农产

品全程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农业部门和市

场监管部门的职能，实现无缝监管。强化

与司法部门协作配合，建立完善食品违法

案件查办与司法衔接及联动工作机制，对

涉嫌食品违法刑事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处理。

强化日常监管
治理重点领域

在食品生产经营领域日常监管方

面 ，新 区 全 面 加 强 食 品 生 产 环 节 监

管，制定新区食品生产企业证后审查

实 施 方 案 ，加 强 对 食 品 生 产 企 业 的

证 后 监 管 工 作 。 督 促 生 产 企 业 落 实

食 品 安 全 自 查 制度和风险问题报告

制度。

记者了解到，去年新区对重点领域

开展集中治理提升，开展打击清理整顿

保健品乱象专项整治等系列活动。针对

保健品乱象，新区通过“打清整”工作，已

基本实现“乱象出清”，并通过完善长效

机制建设，提升市民“幸福感、安全感、

获得感”。

针 对 学 校 及 幼 儿 园 食 品 安 全 问

题，新区加强对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

全检查及学校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风险

隐患排查，组织执法人员到学校幼儿

园食堂进行陪同就餐，组织开展校园

周边食品经营整治提升和专项监督抽

检 。 同 时 ，促 进 校 园“ 明 厨 亮 灶 ”建

设。截至目前，学校食堂“明厨亮灶”

全覆盖。

推进食品安全追溯
让放心食品放心吃

去年，新区新增 18 家企业完成信息

化追溯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共建设食

品生产企业追溯体系 38 家。确定授予

天津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第

三十七分店等 32 家食品销售经营主体

区级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称

号。确定市级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理

示范2家。强化婴幼儿食品安全和校园

食品安全监管，强化网络餐饮服务安全

监管。

去年，新区积极探索“明厨亮灶+食

品安全责任险”的餐饮服务监管新模式，

重点提升餐饮服务质量安全水平。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近日，国内知名大

宗商品产业互联网集成平台——上海卓钢链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钢链”）在东

疆保税港区注册成立天津小伙智运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伙智运”）。小伙智运

作为卓钢链自主打造的网络货运平台，将充

分借助东疆港口、税务创新及金融服务等优

势，为其 B2B 电商平台上下游交易商提供智

慧物流服务。

据了解，卓钢链成立于2018年3月，由卓

尔智联控股联合西本新干线共同投资组建，

是集智慧交易、供应链金融、数字化仓储物

联、加工配送、数据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黑色

大宗商品产业互联网平台，与首钢、鞍钢、宝

武、沙钢、河钢、中铁建、中电建等知名企业长

期合作。2019年，卓钢链平台交易规模逾300

亿元，荣膺中国产业互联网百强企业、中国

B2B供应链金融创新大奖等。

目前，东疆已集聚福佑卡车、货大大、五

矿物流、江苏满运等80余家网络货运龙头企

业。未来，东疆还将进一步实施税务、大数

据、金融等创新服务，支持智慧物流企业集群

发展，促进区域内金融产业的发展。

2019年新区食品安全监管成绩单出炉

监管给力 新区“舌尖上的安全”无忧
■ 时报记者 张广艳 报道

卓钢链网络货运平台落户

东疆智慧物流又迎生力军

文明大家谈

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
不但关系着全区的文明形象，更关系着
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安全。天津金元宝
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在积极引导经营
商户提高自律意识的同时，进一步细化
农贸市场管理机制，推动农贸市场提质

提档，让便捷和舒适近在咫尺。菜市
场、超市是展示文明城市的一扇窗口，
整洁有序的环境，既需要我们的监督管
理，也需要经营商户的自觉配合，更需
要群众保持文明的行为习惯，才能让家
门口的市场更加干净舒适。

作为市民置办年货的首选去处——超

市，随着春节的临近，过年的气氛在超市也

越发浓郁。记者在新区多家超市看到，几

乎每个超市内，干货、烟酒、糖果、牛奶、鸡

蛋和其他各种盒装礼品经超市工作人员的

精心摆放，都显得红红火火，充满了年味。

过去在超市果蔬区总能看见这样的场面：

果蔬搞特价促销，货堆区会突然围过来一

群中老年人抢购，你挑我捡，把叶子、根儿

随手扔地上，即便提示不让试吃，可还是有

人不管不顾边挑选边剥皮品尝，而超市提

供的称重塑料袋永远都不够用，总有人随

手拿它一二十个，直接装进自己口袋。老

百姓精打细算过日子，有这样的举动可以

理解，但却苦了超市工作人员。他们不仅

要随时清理大家乱扔的果皮纸屑，还要密

切注意，帮忙维持秩序，生怕有人因抢购滑

倒受伤。

而最近几天在滨海新区的超市这样的

现象越来越少了，记者在中新天津生态城

宜禾汇的热卖超市看到，超市里特价促销

商品琳琅满目，但却没有出现哄抢、推挤的

现象。上周四是该超市开业的第一天，促

销商品自然非常多。特别是果蔬、鲜活区，

促销散装食品更是人们选购重点。就在特

价蜜桔的货堆处，记者看到挑选桔子的顾

客络绎不绝，但市民李阿姨来晚了，根本凑

不到货堆前挑选，而在她前面挑选的一位

年轻女子立即侧了个身儿，给李阿姨让出

了位置，让她一起挑选。而在一旁的蔬菜

区，故意摘叶去根儿乱扔的现象不多见，超

市保洁员只需站在一旁简单清扫。

在该超市结账的收银台附近记者看

到，顾客自动自觉排队结账，但由于收银台

附近空地小，大家自动排成“S”形队伍，期

间没人“夹塞儿”，有位中年男子看到排在

自己身后的老年人东西太多主动让出自己

的位置，帮助老人拎东西结账。

为缩短顾客排队结账的时间，该超市

开业第一天就推出“自助结账机”，工作人

员现场指导大家如何使用，而不会下载结

账APP的一位老人在另一位年轻顾客的帮

助下完成下载，学会使用自助结账。这位

年轻顾客跟前围了三个老人，他耐心的帮

忙，收到了老人们连连称赞。年轻人事后

告诉记者，他其实刚下夜班就陪家人来购

物，但遇到老年人让他帮忙，他可不忍心拒

绝。当天他一共帮了5位老人下载结账

APP，而他的妻子自己结账后拎着东西在

超市外足足等了他20分钟。

在学校大街附近的春联销售区，

文明挑选也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销

售春联的谭春梅已经在塘沽从事春

联、窗花销售 13 年了，但今年她的感

触特别深。她告诉记者，春联、窗花

都是纸制品，但往年一些人在选购的

时候随意拆包装袋，特别是吊钱和窗

花经常会被人挑选时就损坏了，很容

易发生口角。但今年随意拆包装袋

的人不多见，挑选时大多数人都能格

外小心，文明选购，爱护这些精美的纸

制品。

作为滨海新区市民采购农贸食品的

重要场所天津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

场最近越来越热闹，但市场内却秩序井

然，越来越干净了。该市场为新区大型批

发市场，面积较大，市场管理方为各类农

副产品、海产品进行了严格的区域分类，

并且在市场周边增设垃圾箱等。在市场

内记者看到，禁烟、车辆有序停放、切勿

乱扔杂物的文明提示随处可见，市场内

的批发商在“收摊”前还要对自己的区域

进行简单清理，市场管理人员更是针对

春节前市民购物需求增加这一特点增加

人力进行安全巡逻管理，确保市民能够

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安心购物。

超市购物：排队选购、结账 你谦我让

春联销售：选购不拆袋 爱护精美的窗花

农贸市场：文明有序 市场更干净了

随意乱扔果皮、乱拿乱放、哄抢、“夹塞
儿”……市民的不文明购物陋习，不仅会造
成超市商品损耗，而且也给其他消费者购
物带来不便甚至留下安全隐患。节日促销

是超市工作者最头疼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会加班加点，为的就是给顾客提供安
心、舒适、安全的购物环境。当然也希望大
家多点支持，文明购物，别给春节添堵。

购物不文明行为以前随处可见，现
在少多了，作为市民我感到新区购物环
境越来越舒适。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
柴米油盐，菜市场、超市也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在享受这些便
利生活条件的同时，更应该提升自身素
质，自觉做到不随意品尝、不乱拔根去
叶、乱扔乱放，自觉养成文明购物习惯。

◎天津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米琳：

◎热卖超市总部负责人李慕天：

◎新区市民严雪萍：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生态城管

委会了解到，日前，宝龙城周边绿化景观项

目启动建设。该项目设有儿童活动区、湿

地景观、慢跑步道等，预计于 2021 年上半年

完工，建成后将成为生态城一处全新绿化

景观。记者了解到，宝龙城周边绿化项目

东至安明路、北至海旭道、西至安悦路、南

至 海 堤 外 边 线 ，呈 狭 长 L 形 ，总 面 积 约

17.1 万平方米。该绿化项目主要分为休闲

漫步区、健身互动区、生态密林区、临水步

道四大部分。

宝龙城周边绿化景观项目启建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获悉，近日天

津对口支援甘南特色产业园与泰达国际酒店

签订《天津对口支援甘南产品展销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加大合作力

度，通过设立销售专区等方式，让甘南特色扶

贫产品触达更多消费者。

在泰达国际酒店的扶贫产品专区，记

者看到甘南藜麦、牦牛奶粉、酥油茶等产品

摆满货架，不时有市民走进来选购。天津

对口支援甘南特色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产业园将做好自身的展览展示，

打造成为扶贫产品的亮点展示平台，向广

大市民展示扶贫工作成果，进而带动扶贫

产品销售。同时，产业园还将利用网红带

货效应，通过与网络平台、网红的进一步对

接，做好网红直播室，拓宽销售渠道。此

外，将鼓励甘南的大学生参与为家乡代言

的项目，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扩大甘南产品

的知名度。

扶贫产品销售再添新渠道

制图制图//樊本川樊本川

超市和菜市场是城市
面貌的一面镜子，它不仅能
照出一座城市的酸甜苦辣，
也能折射出市民的文明观
念和公德意识！春节将至,
又到家家户户采购年货喜
迎佳节的消费高峰之时。
连日来,新区融媒体记者走
访新区各大超市及农产品
市场,发现不少市民感叹：
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让
今年春节前的大采购也烙
上了文明印记。

（上接第一版）推行无人审批、电子登记，全国

首个全流程自动化制证中心投入使用。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构建审管信息共享机制，推行

移动监管新模式。加强诚信滨海建设，信用

中国滨海网站上线运行，中国（滨海新区）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商标受理窗口揭牌。

细数滨海新区2019年这些“重量级”的改

革创新举措，让人眼前一亮。新区坚持审批

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加上优势政策和

举措的汇聚又逐步形成叠加效应，促使区域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正是基于优质高效的政策举措不断落地

见效，让群众和企业于细处实处真切感受到

新区营商环境的变化与政务服务的温度，也

吸引和留住了各方面的人才。去年以来，新

区实施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海河英才行动

计划”累计引进人才4.7万人，“鲲鹏计划”资

助储备人才1.2万人。目前，滨海新区2019年

第二期积分落户工作也圆满结束。本期共有

4134名积分申请人获得滨海新区落户资格，

正进行准迁证打印发放工作。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全年总计受理积分落户申请7654

件，落户新区7331人，比上一年增长23.8％。

城市活力持续增强
2019年5月1日，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南湾

滨水区畔，我国首座国家级海洋博物馆——

国家海洋博物馆开馆试运营，截至目前，馆内

接待观众数量已累计超过130万人次，这里已

经成为人们近距离感受海洋文化的新地标。

新区亲水临海，地理位置优越，海洋特色

突出。在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化海滨城市过程

中，新区提出，坚持向海发展、沿海集聚、港兴

城兴、港城融合，优化城市空间、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构筑自然空间、生产格局、

生态体系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

间发展格局。此外，还将充分发挥铁路、航空

枢纽功能，提高客运、货运能力；加快轨道建

设，提高出行效率；完善道路路网，优化集疏

运道路体系；加强道路运输管理，打造智慧交

通。目前，滨海新区城市道路网总长度达

3766公里，年均增幅达到6%，一条条道路绵延

伸展，畅通全域的大交通网络逐渐完善，城市

活力持续增强。

作为纽约茱莉亚学院建校110年来的首个

海外分校，天津茱莉亚学院落户滨海新区于家

堡引发全球音乐界的热切关注。2019年9月，

天津茱莉亚学院预科课程顺利开学，并于2019

年底宣布设立“研究生全额奖学金”计划，将为

优秀学生免除全部学费。在致力于培养顶尖音

乐人才的同时，天津茱莉亚学院还举办了一系

列演出活动，让高雅艺术走向大众，好评如潮。

2019年，新区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教

育、医疗、文化、养老等社会事业全面繁荣；社

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坚持公共资金向民生

领域倾斜，民生保障更加有力，20项民心工程

全面完成。

创新创业梦想地，宜居宜业海滨城。如

今，滨海新区正通过不懈努力，让高质量发展

成果更多惠及百姓民生，让人们在这里放心

投资、顺心工作、舒心生活。

改革创新“给力”宜居宜业幸福城

（上接第一版）下一步，经开区将与华为

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共建“数字经济

产业创新示范园”，通过引入华为的核

心技术资源，打造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新

动能和创新驱动的强劲引擎。

华为公司中国区副总裁曹泽君表

示，将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提供多重可能性和多元化解

决方案，为产业发展插上智慧翅膀，助

力天津经开区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的数字化新业态聚集区。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京津两市

携手打造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作为协同合作的主体，北京中关村科技

园管委会及中关村发展集团，一直尽心

尽力指导并参与园区建设，不断输出管

理经验，提供智力和资源支持，在园区

建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助

理、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助理段海

波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中关村创新

示范与辐射带动作用，以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为核心，继续推进产业

转移与合作平台建设，加快京津冀产

业转型升级与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京

津冀跨区域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加快

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与转化应用。

在人才支撑方面，将充分发挥北京人

才高地优势，推进高端人才集聚和跨

区域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交叉覆盖。

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大

力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原创与颠覆

性技术，完善京津冀产业协同配套体

系，加快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集群。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高标

准推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为抓

手，切实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措施，努力

加快推进园区建设发展，为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滨海-中关村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