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王鸥 见习记者 李丹凝 孙
阳）近日，经开区总工会开展2021年“稳企稳

岗强服务、共建共享谋发展”会员普惠冬季送

温暖活动，对坚持在一线的职工表示慰问，并

送去慰问品。

据了解，此次活动走进泰达环卫综合服务

公司机械化作业中心、约翰迪尔（天津）有限公

司。其间，经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把饼干、牛

奶、暖贴等慰问品送到环卫职工、企业低温户外

特岗作业职工手上，叮嘱职工在户外工作过程

中注意安全，做好保暖工作，并将米面粮油慰问

品送给困难职工，关心困难职工日常生活。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冬季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工作人员特别嘱咐各企业工会备好口

罩、测温枪等疫情防控物资，做好困难职工帮

扶及会员服务工作，关注企业安全防护工作，

确保特岗职工及企业在“两节”期间安全生产，

让职工群众过一个祥和平安年。

据介绍，此次“稳企稳岗强服务、共建共享谋

发展”会员普惠冬季送温暖系列活动将覆盖经开

区百余家企事业单位的低温户外、疫情防控、春

节留守、返乡职工、困难群体等广大一线职工。

通过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倾听广大

职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需求，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群团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广大职工的心坎

上，让职工感受到泰达温度、泰达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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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让留守职工过个暖心年
■ 记者 张广艳 王鸥 报道

送年夜饭、发放暖心大礼包，举办“写

春联、送祝福”活动……记者昨日从滨海

新区总工会获悉，近期滨海新区总工会推

出多项暖心措施，为职工送物资、送关爱、

送文化，引导和鼓励新区外地员工在本地

过节，多措并举让新区广大职工尤其是留

守“滨城”职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

的新春佳节。

“娘家人”送新春大礼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来自新区

职工“娘家人”的爱心大礼包也变得更加

丰厚了。“今年滨海新区总工会扩大覆盖

面，加大送温暖力度，筹集2100余万元专

项资金，慰问建档困难职工、非建档困难

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期间坚守基层

生产一线和基层岗位干部职工等群体，预

计慰问各类职工7.5万余人次。”滨海新区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真金白银的

暖心问候，让职工安心留在新区过年，感

受家一样的温暖。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疫情防控形

势，区总工会改变以往慰问方式，通过

邮寄、配送慰问品、慰问信和电话了解

在档各类困难职工生活状况，送去关心

和祝福。同时，区总工会还将为 2.8 万

余名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就地过年的外

来务工人员送年夜饭、发放暖心大礼

包，并将为他们每人配置一个网络视频

播放平台的月卡会员，让大家更方便观

看春晚直播、观影，让留守“滨城”职工

过个暖心年。

开展线上线下文化活动

如何让职工群众在新区过一个欢乐而

有意义的春节？今年，滨海新区总工会将

在春节期间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富有

“年味”的系列文体活动，打造线上线下“春

节文化大礼包”，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春节前，区总工会与区文联将联合组

织“滨海新区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小

分队书法家，到经开区天滨公寓现场书写

春联及福字赠送给职工，并结合职工意

愿，将春联礼包邮寄给职工家人。同时，

区总工会将举办“留守滨城、温情速递”活

动，为留守“滨城”的100名外来务工人员

的家人寄送“职工文化大礼包”，其中包含

给滨海新区建设者家人的一封信、春联、

福字等。

一系列“线上过年”服务活动也将全

面开展。春节假期期间，区总工会将以微

信公众号“滨工V家”为载体，开展“新春

动起来”“新春唱起来”“新春乐起来”等形

式多样、寓教于乐的线上活动。“以新春动

起来——亲子健身操大赛”为例，大年初

二至初六期间，平台每天线上发布一条亲

子健身操视频，职工可上传家庭跳操视频

到后台，参与投票评选。

滨海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区

总工会将扎实落实有关工作安排部署，发

挥“娘家人”的作用，多举措关怀就地过节

职工，努力提供温馨周到的服务，切实解

决职工实际困难，让大家安心过年、温暖

过年。

今年，区总工会筹集2100余万元专项资金，慰问建档困难职工、非建档
困难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期间坚守基层生产一线和基层岗位干部职工
等群体，预计慰问各类职工7.5万余人次

连日来，高新区总工会在区内重点

企业中开展“劳动创造幸福，讲好劳模故

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发挥劳动模范的影

响力和传帮带作用。

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举办宣讲会、座

谈会等形式，邀请2020年天津市劳动模范

分享工作经历，交流心得体会，号召区内职

工学习身边榜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在全区上下营

造崇尚劳动、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其间，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工会举

办以“从一线技术人员”到“天津劳模”为

主题的劳模事迹宣讲会。天津市劳模黄

宜分享成长经历和拼搏故事，号召全体员

工做公司价值观的优秀践行者，在自身岗

位上为公司、为社会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

力量。天津药物研究院天津市劳动模范

黄长江在企业“不忘研发初心，加快持续

创新”主题党日活动中分享了自己十几年

来的工作经历和成长收获，并以“做新药

是做什么”为主题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学

术报告。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工会邀请天

津市劳模张超在座谈会上分享自己作为

一线工作者工作8年来品尝到的艰苦与快

乐，以及自己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真谛的

感悟。天津英利工会成立了以天津市劳

模张博为主要核心宣讲人员的主题宣讲

小组，以座谈会、宣讲会、交流会、线上学

习等形式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的内涵，集中展现新时代产业工

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下一步，高新区总工会将继续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利

用更多平台和方式进一步加大对劳动模

范和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讲好劳模故

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弘扬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记者 王鸥 见习记者 李丹凝 孙阳

经开区总工会

带着“礼包”慰问一线职工

时报讯（记者 王鸥 见习记者 李丹凝
孙阳）近日，安信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工会面向

一线员工开展“冬送温暖”活动，全力保障一

线员工安全生产、温暖过冬，使员工切实感受

到关心关爱。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熬制红糖姜汤，让

员工休息时可以暖暖胃，并叮嘱员工注意防

寒保暖、时刻牢记安全生产。同时，企业工会

还精心准备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为大家送

去春节祝福。

暖心的话语、贴心的问候让广大职工深

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新一年将更加努力

工作，为企业和区域发展贡献力量。

安信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工会

开展“冬送温暖”活动

要闻 Top News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1月26日，记

者从经开区了解到，近日，天津小鹏汽车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天津市金融局的设立

批复，并将在近期完成公司注册登记程序后开

展商业保理服务，这将为小鹏汽车与经开区及

天津市的合作翻开崭新的一页。

据了解，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由UC

浏览器创始人何小鹏创立，是国内造车新势力

领军企业，也是新能源智能汽车一线品牌。小

鹏汽车自营的金融保险服务则致力于为小鹏

汽车生态输出金融服务，为行业发展体系化赋

能，打造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保险服务，利用

创新金融科技，为客户带来更智能的服务体

验。由此，在现有的融资租赁和保险服务基础

上，小鹏汽车选择在经开区设立天津小鹏汽车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近期，该公司将完成注册登记，并开展商

业保理服务。

时报讯（记者 单毅 朱绍祥）近日，记者从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获悉，区内企业美新半导

体（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新半导体”）

已完成十余亿元A轮融资，募集资金将大幅投

入公司生产基地建设和重点技术研发。

美新半导体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

计公司，主要从事MEMS传感器产品的研发、

制造与销售，并为客户提供包括 MEMS 传感

芯片、软件算法和应用方案在内的一站式传感

解决方案。目前，美新半导体大规模稳定量产

全球独有热式加速度计、AMR 地磁传感器、

电容式加速度计、微功耗Hall开关等产品，服

务客户包括三星、OPPO、vivo、微软、Google、

联想、TCL等一线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品牌，

以及福特、沃尔沃、现代、日产等车企和全球一

线汽车电子安全零部件供应商。

据悉，美新半导体自 2019 年落户保税区

后便高效完成了电容式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

技术布局，并依托自身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

力，于2020年内迅速实现电容式加速度计产

品每月10KK级以上稳定量产，美新半导体的

陀螺仪技术也由此得到突破性进展。2020年

下半年，美新半导体重新规划升级特色工艺集

成电路生产线，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封测生产基

地。此次加码建设工艺制造是美新半导体提

升供应链能力的重要举措。

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3号，一座

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在高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的花园别墅。96 年前，为支援上海人民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

运动席卷广州和香港两地，它的领导机

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驻扎在这里。

1925年6月，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

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指派邓

中夏、苏兆征等5人组成党团，到香港组

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

冯菊坡、陈延年等6人组成党团，负责发

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

工工人。

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

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

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

胁，回到广东各地。广州沙基惨案的发

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

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两地工人互

动联系一直非常密切。”省港大罢工纪念

馆副研究员冯惠说。

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

和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

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 16 个月，参与人

数达到 25 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省港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

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

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

府的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实

践。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

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之上，已

建立起了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它见证着

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成为

党最坚实可靠的阶级基础；见证着中国共

产党迅速壮大，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

民族解放斗争旗帜的伟大政党；见证着在

党的领导下，包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

区走向解放和发展的“红色足迹”。

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占香港。大批

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

友人被困，面临日寇搜捕，处境危险。紧

急关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领导

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及

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等通力合作，

组织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 6 个多

月，通过海路和陆路两条秘密交通线，何

香凝、柳亚子、梁漱溟、茅盾、邹韬奋……

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得

以安全撤离。

最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文化界人士

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

面人士共800多人，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

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茅盾称之为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感慨

“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仃洋。

曾见证国家民族百年沉浮的大珠三角地

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写了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1980 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深

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春天的故事”在

这里唱响。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庆杰还记得，每天一大早骑车到30公

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骑回罗湖贩卖的

场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湖遍地都

是可以做的生意。”他说。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港澳联

系愈发密切，大珠三角地区开始成为全球

最重要的制造和贸易重镇。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启了大湾

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世界级城市群、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

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新的

时代胜景在这里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

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广州、深圳‘双

城’联动，充分激发‘双区’建设的整体效

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战略效应、辐射

引领效应。”2021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

告如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大珠

三角的一枚枚“红色足迹”，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引领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

历程，伴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

人足音。 新华社记者 邓瑞璇

最近，高新区企业天津赛德美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德美”）迎来

了“十四五”开局的“头彩”。该公司瞄准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梯级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再生利用领域精准发力，成功入

选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为“十四

五”期间企业进一步打开市场奠定了基础。

走进赛德美位于高新区的厂房，一台

巨大的设备正轰鸣着把一颗颗电池吞进

“腹腔”，经过一番自动化的“消化吸收”

后，电池被拆解成为外壳、电解液、正极

粉、负极粉等材料，缓缓“走下”生产线。

过去，在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回收处理

过程中，如何环保地解决废酸、废碱和废

渣问题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为

解决这一行业痛点，实现废旧动力蓄电池

的回收再利用，赛德美通过自主研发，依

托“物理法”回收技术，即“精确拆解+材

料回收”，自主研发出了国内首条单体电

池全自动拆解生产线，以及国内首条材料

修复生产线，为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

了解决方案。“依托这项技术，赛德美可以

实现电池材料回收再利用率高达95%以

上。”赛德美董事总经理赵小勇告诉记者。

天津赛德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

北京赛德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

着产业化基地和研发中心的角色。“天津

基地是我们打造的示范工厂项目，这里的

经验成熟后，我们将以此为范本，逐步把

在这里形成的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复制

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谈及2021年的重

点工作任务，赵小勇表示，赛德美今年即

将在高新区的工厂增设一条三元锂电池

自动化拆解生产线以及一条提高梯次电

池利用率的电池PACK（电池分容、组装）

生产线。全部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赛德美

在全国的第一个示范工厂。2021 年，赛

德美将力争实现电池回收处理量和产值

的翻番，从而进一步在行业内形成龙头效

应，实现快速发展。 记者 牛婧文

小鹏汽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获批在经开区设立

完成十余亿元A轮融资
美新半导体加码保税区

大珠三角的百年“红色足迹”

解决行业发展难题 入选工信部“白名单”

高新区企业打造电池回收行业龙头

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

从“省港”
到“湾区”

如今的深圳蛇口

▲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工会邀请劳
模分享工作感悟 高新区总工会供图

高新区总工会开展主题活动进一步发挥劳模的传帮带作用

邀劳模讲故事 弘扬劳动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