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20年度滨海新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名单出炉

新区278家单位获得“文明”称号

天津空港经济区名居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空港经济区远洋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空港经济区岭尚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锦庐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永定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景杉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和风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和韵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水岸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季景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生态城宜禾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华纳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街道芳林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康翠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道华云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道馨苑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道紫云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村街道海河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村街道惠安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村街道碧海龙都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街道港航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街道近开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街道海宁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街道君景湾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北街道办事处晓镇家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北街道办事处融盛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北街道办事处贻成峰景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康居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吉庆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吉宁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贻丰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西邻村社区居委会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杭州道街道办事处新园里社区居委会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杭州道街道办事处文安里社区居委会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杭州道街道办事处安顺道社区居委会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杭州道街道办事处静安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南河底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道珠江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道漓江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和盛苑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和美苑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南北卫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道远景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和睦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幸福城第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融创君澜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泰达御海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欣雅苑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海阔苑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红光家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星海苑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远洋滨尚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远洋滨瑞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光明里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馨顺园社区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后坨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红霞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田华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惠阳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平阳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铁坨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建阳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七星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雅安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三明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兰园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晨晖北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港明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阳春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曙光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三春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春晖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晨晖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福安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港星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振业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兴华里居委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福汇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海通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福芳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福满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港电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海韵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福绣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西苑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奉献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求实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阳光佳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怡然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8-2020年度滨海新区文明单位（112个）

6月22日，记者从区文明办了解到，2018-2020年度滨

海新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名单正式公布，278家

单位获得荣誉称号。

2018年以来，新区各系统各单位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主动参与支持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特别是今年以来，各单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落

细落实责任，扎实开展精神文明教育，不断探索创新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方式方法，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素质和城

市文明程度，涌现出一批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

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建

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贡献力量，新区文明委

授予国家税务总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等112个单位滨

海新区文明单位称号；授予中新天津生态城和韵社区等93

个社区滨海新区文明社区称号；授予中塘镇等73个村镇滨

海新区文明村镇称号。 记者 范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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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眼中的“鲜”太太乐第三届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火热启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鸡有哪些吉祥

寓意？大师眼中的“鲜”是什么样的？鲜

与人类的关系如何……以“鸡”为题，以

“鲜”为魂，6月3日，“画鸡之夫”王韬闰、

书法界泰斗赵强、资深摄影师曹巨波齐

聚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鲜味博物

馆，通过画作、书法、镜头记录鲜、演绎

鲜，与此同时，太太乐第三届全国鲜味科

学知识竞赛也同步正式启动。

为推进鲜味科学的传播和鲜味知识

的普及，太太乐连续三年并将在未来持

续举办鲜味科学知识竞赛，旨在让更多

人从品味鲜到爱上鲜，领略鲜背后的奥

秘。太太乐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是向

全国科研机构从业人员、行业内专业人

士、高等学府学生群体，以及热衷鲜味科

学的社会大众的一项赛事，自2018年开

办至今，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业内口碑，并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探究鲜味科学文化

知识的热潮。太太乐希望通过大赛的举

办，让更多人了解鲜味科学。

今年的比赛分为海选、初赛、复赛、复

赛附加赛、半决赛、决赛六个阶段，以线上

游戏答题与线下直播互动相结合方式进

行，比赛形式丰富有趣。目前，竞赛海选

通道已开启，从6月3日起，只需搜索“太

太乐美厨娘俱乐部”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菜

单栏中的“鲜味大赛”——“竞赛中心”，即

可参与海选。本次竞赛秘籍是由上海科学

普及出版社出版的《鲜味科学与鸡精调味

料工艺概论》一书和六集纪录片《鲜味的秘

密》。太太乐为参赛者准备了“太太乐百元

大礼包”、“太太乐工业游与南亚游”，以及

“数万元现金大奖”等多重竞赛好礼。 广告

瓜子二手车在津启动“消费新引擎”

近日，由天津市商务局指导、中国汽

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与车好多集团联

合主办、瓜子二手车承办的“瓜子二手车

消费新引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

活 动 为 每 位 消 费 者 提 供 了 总 额

10000元的服务费优惠礼包，同时为此次

天津专场活动专门推出了2000元服务费

优惠车源专区及端午购车礼包等活动；

此外，合作车商也会获得来自瓜子平台

的流量、检测、定价、物流、售后保障等一

系列支持。

车好多集团副总裁吕靖峰表示，无

论是通过“质量革命”提升消费者的信任

感与满意度，还是基于“消费新引擎”助

力二手车经销商复工复产，伴随着二手

车行业乃至汽车消费整体的回暖和升

级，也是瓜子携手全行业合作伙伴共同

发展的过程。 广告

司法拍卖公告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7月

13日10时至2020年7月14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网络

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以下标的物进行第二

次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位于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

与南丰路交口博朗园2号楼1门615房产一

套。不动产权证号：104021400939，建筑面

积：46.89平方米。

拍卖保留价：113万元，竞买保证金：10

万元，每次加价幅度：0.5万元。

二、竞买要求

竞买人须在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

束前报名、登陆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参加竞

拍，报名前需交纳保证金。

竞价前，竞买人须在京东网注册账号

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需通过

实名认证），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

求请阅读京东网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司法

拍卖流程相关准则。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

序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

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京东网、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18533195935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电话：17733760802

沧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电 话 ：0317-

2204665

银行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

州分行

咨询联系人：吕经理 13313076262

银行指定第三方河北好拍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刘经理 18244676858

（微信同号）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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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人民政府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人民政府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宁车沽西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宁车沽南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河头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三川桥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中心桥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郑庄子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八堡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六道沟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于庄子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一疙瘩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头道沟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大埝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南窑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下坞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大王瞿阝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小王瞿阝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大马杓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芦中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道芦前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崔兴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宝田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西李自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后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桥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前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孟家瞿阝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西孟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工农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建国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马棚口一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道马棚口二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联盟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营房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辛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桃园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魏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东庄坨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东尹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羊角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刘塘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张港子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西河筒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渔业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杨柳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南台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小国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赵连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新房子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西闸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试验场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大道口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窦庄子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崔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苏家园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六间房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五星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远景二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西树深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小辛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东湾河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南抛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南和顺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东树深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徐庄子村村民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张庄子村村民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

天津塘沽海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天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天津海关口岸门诊部）

天津新港海关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塘沽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古林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港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滨海新区中心支行

天津滨海机场海关

天津保税区海关

天津东疆海关

天津口岸卫生科技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八大街消防救援站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中新天津生态城社区服务中心

天津大港海关

天津临港海关

天津南疆海关

天津北塘海关

天津市滨海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组织部

天津市滨海新区妇女联合会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塘沽燃气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通用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税务局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海泰派出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发区大队

天津市泰达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天津华兴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环卫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四幼儿园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五幼儿园

天津市滨海新区气象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沽支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海道大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福利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新华书店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海图信息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勤务学院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电力有限公司

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

天津市均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港首农食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中新天津生态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滨海大队

天津生态城志愿者协会

天津津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神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浩洋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办事处

天津口岸检测分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滨海新区分公司

天津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供热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新区不动产登记第二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三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垃圾处理厂

滨海新区汉沽第二幼儿园

滨海新区大港润泽园幼儿园

天津市滨海新区博物馆（文保所）

滨海新区计量检测技术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滨海新区税务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生态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融和广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天津浦惠支行

天津市塘沽公证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救助站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河道所

天津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天津滨海新区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新区环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通信中心

天津卫技天马除害处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8-2020年度滨海新区文明社区（93个）

2018-2020年度滨海新区文明村镇（73个）

（上接第一版）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继续深

入实施全域清洁化工程，各涉农街镇已制定整

改方案并立即开展行动，1-5月份累计清理生

活垃圾3万余吨。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下一步，在加强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理方面，新区将完善对农村环卫保

洁第三方公司和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的监督

管理，逐步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同时，在加

强农村水环境治理方面，新区将推动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严格落实河湖长制责任，

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整治，促进水环境持续改善。

针对农村畜禽养殖治理，新区将推进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推

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同时，今年新

区还将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全面实现农村卫生

厕所全覆盖的目标。此外，新区将完善农村基础

配套设施，全面加快困难村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新区积极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深入实

施全域清洁化工程，聚焦‘五边’，针对‘脏乱差

臭’、垃圾堆物等突出问题，分层次、分区域组织

开展全域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新区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农村村容村貌将会焕然

一新。预计，今年新区139个行政村基本将达到

村庄环境“六有六无”标准，未城镇化村庄（含规

划保留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农村

生活垃圾清运处理率、卫生厕所普及率、规划保

留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将达到100%，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98%，基本建成连通便捷、安全

可靠的农村道路网格，村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创建10个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上接第一版）另一个闪耀的滨海元素

是“中新智慧城市高峰论坛”，邀请中新两

国顶级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人才，让企

业家唱主角，从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基础

内核，到智慧模块、智慧场景的建设，从

5G、AI 等新技术应用，到产业发展、跨国

合作，以生态城为样本，科学地剖析、谋划

城市的“成长坐标”，从不同角度探讨智慧

城市发展的未来，一同为城市的智慧发展

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

此外，在大会闭幕式上，将展示中新天

津生态城等智慧城市典型案例，并发布《中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0）》《天津

市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20）》。

新区元素闪耀世界智能大会 今年新区农村村容村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