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盛泽镇委员会、吴江日报社联合主办 盛泽周报编辑部地址：盛泽文化中心二楼 电话：63516350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七

本报新闻热线63516350

请您关注
天气-1℃~7℃ 多云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总第348期

今日8 版

主

管

国内统一刊号:CN32-0124

吴江新闻网:www.wjdaliy.com 当家网：www.tt919.com

中共盛泽镇委员会、吴江日报社联合主办 盛泽周报编辑部地址：盛泽文化中心二楼 电话：63516350

本版责编：俞瑞凌 版式：于雯琴 校对：陆静媛

社区“筑蜂巢” 群众“享甜蜜”

衡悦社区积极推进书记项目
>>>>0606aa

盛泽实现
涂层行业环境监管全覆盖

>>>>0303

本报讯（记者俞瑞凌） 1月31
日，区委书记沈国芳率水利、环保
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来到盛泽镇，调
研江南水乡标杆打造情况。在肯定
盛泽水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他强
调，以系统化思维全力推进更具魅
力自然生态系统的打造，做好“水
文章”。区领导范建龙、张星、汤

卫明参加调研。
沈国芳首先来到盛虹集团印染

废水中水回用工程项目现场，详细
询问日处理水量、进出水浓度、工
艺流程以及系统运行情况。盛虹印
染作为盛虹集团的主要板块之一，
公司持续自行主动淘汰落后设备，
通过引进先进设备来提高自身技术

水平，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公司
共投资1.6亿元，先后在盛虹印染一
六分厂和盛虹印染新厂各建设一套日
处理2万吨的污水预处理设施及回用
率达 40%的双膜处理中水回用工
程，总的回用量可达1.6万吨/日。目
前，盛虹印染新民分厂中水回用节能
减排项目作为绿色可持续发展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后印染废水回用
量可达4000吨/天，回用率40%以
上。大幅度减轻环境压力，提升印染
行业的水利用率，起到节水减排的作
用。沈国芳指出，盛虹印染废水中水
回用项目的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也为印染行业提供了先
行经验，盛泽要进一步推进中水回用
的应用，推动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为绿色环保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沈国芳来到吴江纺织循环
经济产业园，了解了规划建设等情
况。该园拟将盛泽镇现有的30家印
染企业统一搬迁入园并进行循环化改
造，集中供水、集中回用、集中供
热、集中排污、集中处置，降低能源
消耗和污水排放，促使纺织行业提档
升级。产业园以生态文明为理念，目
标是使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降低
15%，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0%，用地面积减少30%，中水回
用率达35%，入园企业工业增加值
年均提高15%以上，浴比1：6以下
的染色机比重达100%。目前，吴江
纺织循环经济产业园环保提升工程报
省发改委，已列省2018年重大项目
（征求意见稿）。沈国芳表示，吴江纺
织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全区纺织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要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大前提下，开展产业园区建设，提升
纺织产业层次，体现吴江纺织在全行
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努力为打造江南
水乡标杆作贡献。

做好纺织“水文章”
打造江南水乡标杆

沈国芳调研盛泽水环境

本报讯 （记者鲍宇清 陈军）
近日，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认定第一批省级创业型街道
（乡镇）、社区（村）和园区的文件
中，盛泽镇被认定为省级创业型乡
镇，盛泽镇桥北社区、人福村、永
和村被认定为省级创业型社区
（村）。

记者从桥北社区了解到，近年
来，该社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法
为居民们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该
社区在衡悦广场设立了创业孵化基
地，以成人教育中心做为创业培训
基地，打造了服务居民实现创业梦
想的良好环境。

“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主要针
对失业人员，社区在册企业退休人
员有1400人，失业人员有 80多
人。”桥北社区党总支书记郁红告
诉记者，其中包括一些大龄失业人
员的再就业，残疾人创业的帮扶工
作等。一旦居民登记失业，社区就
会针对其具体情况发放失业金，根
据人员的不同情况提供一定的社保
补贴。

“每年，社区都会组织失业人
员开展两次免费创业培训。去年，
社区共有121人参加创业意识培
训，16人参加创业能力培训。”郁
红说，近年来，除了会计、计算机
等常规课程报名人数较多外，育婴
师的培训课程也受到了失业居民的
关注，报名和咨询数量逐年上升。

“在社区的帮助下，我参加了
好几期免费创业培训，无形中打下

了扎实的创业基础。”社区居民王玲
玲是一名80后创业者，一直梦想着
自己能开办一家绘画培训班，如
今，她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
获得了政府发放的创业奖励金。桥
北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庞琤说，像
王玲玲这样情况的人还有很多，社
区帮助他们收集相关资料，鼓励他
们参加创业培训，并指导他们如何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记者还从盛泽镇组织人事和社
会保障局了解到，该镇把开展建设
创业型乡镇、社区（村）工作摆上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重
要位置。该镇成立了建设创业型乡
镇、社区（村）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创业活动，
充分利用宣传栏、板报、信息窗口和
深入居民家庭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居
民开展创业方面政策宣传。

通过自查和互查的方式，该镇
客观真实地反映乡镇及社区（村）
创业工作的情况，及时推广建设活
动的先进经验。该镇还将“建设创
业型乡镇、社区（村）”活动与劳
动保障协理员的日常工作有机地结
合起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该镇还充分发挥盛泽纺织科技
创业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
意时尚谷、蚕蛹孵化园等省级众创
空间的平台作用，以建设活动为契
机，从加强完善服务、政策、项
目、资金、培训、信息等多方面入
手，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创业者，
培养并树立更多创业典型。

盛泽镇入选第一批省级创业型乡镇
三社区（村）成为典型

本报讯（记者陈静）“这么冷
的天，感谢你们还惦记着我们。”
1月22日，家住盛泽镇坛丘社区
的老人周明珍收到“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扶贫救助慰问金，紧紧地握
着盛泽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手，
直言感谢。年关将近，盛泽镇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本着“人道、博爱、
奉献”精神，利用几天时间分别走
访慰问了盛泽镇南麻社区、坛丘社
区、舜湖社区和红洲村的15户贫
困户，为他们亲手送上关怀。

周明珍本人无退休金，每月只
有几百元抚恤金，丈夫之前得了肺
癌已经去世，儿子离家出走约有

10年没有音信，生活非常困难。镇
红十字会人员询问了周明珍的身体
情况和生活状况，并为她送上了慰
问金，鼓励她树立战胜困难的信
心，把保重身体放在首位，注意休
养。

“虽然发放的救助金对于困难家
庭来说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是因为
有了社会的关怀，再加上自身的努
力，我相信他们的困难只是暂时
的。”盛泽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是
红十字会的一项常规工作，体现了
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精
神。

镇红十字会慰问贫困户

2017年，盛泽镇经济发展
和改革局充分发挥“观全局、谋
大事、出实策”的参谋助手作
用。去年，盛泽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32.5亿元，地区生产总
值超400亿元。该局围绕“四
化”建设，为盛泽经济的稳步发
展、产业的优化提升、企业的平
稳运行提供支撑与保障。

推进高新化
调优产业结构

2017 年，该局围绕“555
计划”与区重点项目，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同时，推进该镇
产业结构优化，帮助东方康碳、
盛玥装备、澳得玛机械、新迪奥
迪汽车4S店、因顿生物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落地建设，并跟踪好
胜携半导体、LCM背光模组及
液晶电视生产线等服务项目。围
绕多方位招商选资平台，向国内
外客商集中宣传了盛泽，收到了
比较显著的效果。

同时，重点围绕纺织业，抓
好人才专利载体项目，共申报三
批次49家高新技术企业，获评
26家，累计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42家；2017年吴江高新区共有
70个高新技术产品申报名额，
全年认定高品共61项，成功率
达87%。同时，获得国家级项
目3项、江苏省级项目5项、苏
州市级项目36项。盛泽纺织科
技产业园入选苏南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优秀科技园区，京奕特纤
入选苏南自创区瞪羚企业，巨联
环保入选苏州市瞪羚计划入库企
业，首批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
库企业共计34家。

此外，全年成功入选省“双
创人才”1人、省“双创博士”
2人，市海鸥计划5人，区科技
领军人才11人，累计拥有吴江
科技领军人才41人。全年新建
产学研联合体3个、新签订产学

研合同23项。成功获批江苏省知
识产权试点园区。全年园区专利申
请量 2474 件，同比增长 42.6%，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815 件，同比
增 长 16.6% ； 专 利 授 权 量 857
件，同比提高 11.9%，其中发明
授权量190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42.15 件，同比提高40.6%。
新增PCT申请40件，同比增长4
倍。

推进信息化
打造智能平台

2017年，该局支持盛泽发挥
重点企业标杆作用，运用智能制造
技术和自动化装备改造，实现了

“机器换人”，今年恒力化纤车间、
盛虹印花车间和鑫凤涡流纺车间获
批省级智能车间。同时，该局认真
落实“新地标”企业三年培育计
划，巨联环保科研和楚星时尚成功
入围。全年智能工业完成投资
17.14亿元。中创联创意服务公司
被认定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二星
级平台，京奕特种纤维、鹰翔化纤
股份两家企业获得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称号。

该局坚持以提高数据质量为中
心，圆满完成了工业、服务业、固
定资产投资、文化产业、农村住户
调查等专业统计报表的收集、汇
总 、 上 报 任 务 ， 每 月 上 报 率
100%。此外，还有每个月的名录
库的录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
据核查、农产量测产、人口抽样查
等专项调查，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
供了必要的统计信息。

推进生态化
强化节能减排

在践行“263”行动过程中，
该局与苏州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和
南京师范大学能源管理学院合作制
定“盛泽镇减少煤炭消费总量规

划”，为盛泽镇今后三年的减煤工
作提出了思路。3家企业完成能效
之星创建，7家企业完成清洁生产
验收。

同时，该局积极推进省市区工
业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类项目申
报，开展对企业的培训、督导、检
查，淘汰落后产能。

此外，该局促进针织产业园及
经编、大圆机项目落户。为德亚纺
织年产 15 万吨功能性涤纶低弹
丝、巨联环保科研1万吨/年活性
炭再生利用和1万吨/年危废焚烧
处理、恒力集团年产20万吨高性
能车用工业丝技改等项目提供了支
持。该局助力全镇调整盘活存量土
地，累计盘活项目71个，盘活土
地面积1813.36亩。

推进时尚化
鼓励创意产业

在该局支持下，鼎盛丝绸入选
2018年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
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华佳丝绸获
得苏州市文化“走出去”项目资
金，已申报江苏省重点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桑尚丝绸设计的盘扣装饰
画“蝶舞花香”获得天工苏作杯非
遗传承奖，获得苏州市文化产业引
导资金 70 万元。此外，华佳丝
绸、汪永亨、桑尚丝绸三家企业成
功申请了2017年吴江区文化产业
提升发展产业基金项目奖励补贴。

同时，该局积极推进“互联
网+纺织”产业发展新模式，全镇
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中国绸都网、东
方市场交易中心、阿里巴巴产业带
和宜布网四大平台为支撑的电商发
展集群。盛泽镇获评“江苏省农村
电子商务示范镇”。去年，新成立
盛泽科创园企业科协联盟，新建盛
泽科创园“科技工作者之家”。黄
家溪村获评科普惠农服务站，寺西
洋村和北角村获批区科普惠农工作
站。各类项目申报呈现多点开花态
势。

围绕“四化”建设经济新高地
盛泽镇经济发展和改革局助力绸都立标杆

本报记者 俞瑞凌

本报讯 （记者
贾黎） 奋进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
日前，盛泽镇团
委、妇联等群团组
织联合召开群团系
统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学习会，邀请
苏州党校专家方伟
作专题宣讲。来自
盛泽镇团委、妇联
等群团组织共计
100余人参加了会
议。

学习会上，方
伟说，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她结合盛泽镇
群团工作实际，从
党的十九大的主题
和主要成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新征
程和用十九大精神
指导实践等四个大
的方面对十九大会
议精神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解读。方伟
将十九大报告结合
群团系统的工作，
畅谈了自己的体会

和建议，她说群团的领导干部要按照上级的
总体部署与工作要求，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把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群团工作紧密
结合在一起，不断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深刻
理解，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足功
夫，发挥好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奋力谱写新时代盛泽镇群团组织改革创新发
展新篇章。

“我们要履行职责与职能，找准青年、妇
女所急、党政所需，青年、妇女所能的工作
结合点和着力点，把广大青年、妇女更广泛
地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以改革、服务、发
展为己任，进一步创新盛泽镇团委、妇联等
群团组织工作方式方法，争当建设的排头
兵。”盛泽镇群团组织相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盛泽镇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将深入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为动力，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在伟大实
践中创出骄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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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上线QQ音乐等音乐平台，红遍了盛泽市民朋友圈的歌
曲《七十二条半弄》音乐短片（MV）在先蚕祠正式开机，将展现盛
泽独特的弄堂文化，预计2月9日上线。 （陈军摄）

寄情于音寄情于音>>>>0202

沈国芳调研盛虹印染废水中水回用项目。（俞瑞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