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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铭越）记者昨天从吴江区交
通运输管理处了解到，因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东浦路夫子浜段道路施工结束，公交7310路、
7318路将于3日实施恢复性调整。

据了解，从3日开始，公交7310路恢复东浦
路（泰丰路至江南浜路段）走向，取消停靠（浦
南路）建材路口、芦墟邮政、（泰丰路）泰丰花
园、芦墟农贸市场，共计4个停靠站点；恢复停
靠（东浦路）芦东新村、姚池路口、夫子浜，共
计3个停靠站点。

公交7318路恢复泰丰路、东浦路（泰丰路至
江南浜路段） 走向，取消停靠 （浦南路） 6号
圩、3号圩、中心幼儿园、东沿头站、建材路口，
共计5个停靠站点；恢复停靠（东浦路） 芦东新
村、姚池路口、夫子浜、（泰丰路）芦墟高中、芦
墟农贸市场、泰丰花园，共计6个停靠站点。

公交7310路、7318路
明日起恢复性调整

本报讯（记者蔡铭越）记者昨
天从区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北方有
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预
计今天下午开始自北向南逐渐影
响吴江，受其影响，3日吴江气温明
显下降；4日～6日将出现持续严
重冰冻，最低气温可达-5℃～-

6℃；7日白天起气温明显回升。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今

天白天大气层结依然稳定，且后期
受冷空气扩散影响，伴有外源污染
输入，吴江霾天气将有所加重，再
度出现重度霾天气。不过，预计今
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伴着4～6级、

水面阵风7～8级的西北大风，本轮污
染天气过程有望结束。

由此可见，这个周六有大风降
温天气，周日天气寒冷，虽然没有
降水，但对户外的各种休闲活动会
有所影响，提醒市民出门注意做好
防风保暖措施。

周末再迎大风降温
霾天有望结束 最低气温或达-6℃

本报讯 （记者黄
明娟）日前，区法律
服务中心开展法律援
助案件同行评估活
动，活动邀请了15位
业务能力精湛、实践
经验丰富的“名优律
师团”成员组成专家
评估组，对随机抽取
的150卷民事和刑事
案卷评估打分，以此
促进法律援助案件质
量提升，切实维护受
援人合法权益。

评估活动抽取了
不同类型的民事案
件、不同阶段的刑事
案件，以尽量确保细
致全面。评估小组依
据司法部制定标准，
从初见会见（关键时
刻）、 办 案 全 过 程
（关键环节） 等两个
方面进行仔细审阅，
并汇总评估结果、撰
写评估报告。评估报

告对被评估案件办案质量和薄弱环节进行了细致
点评，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办案工作的具体措
施。

区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法律援助
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线，评估活动有
效破解了阻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提升的瓶颈，为
广大受援人享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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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光）昨天下
午，一场精彩的人才项目路演在
区会议中心举行，吸引了包括富
坤创投、乔景投资、盛山资产等
10余家投资机构负责人，以及澳
冠智能等20多家有融资意向的
领军人才企业负责人现场观摩。

据了解，路演的两家企业
均为区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分
别为苏州意驱动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和巨鸟供应链科技 （苏
州） 有限公司。路演中，两家
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各自企
业和项目的创新突破点、产品
先进性和市场前景等内容。随
后，富坤创投合伙人江林、乔
景投资董事长金澹、盛山资产
创始合伙人甘世雄、邦盛资本
合伙人姬磊还分别对路演的项
目进行了点评。

促进项目吸引社会资本
我区举行人才项目路演

本报讯（记者刘立平）昨天是春运首日，“爱
心箱送”大型公益互助行动设立在吴江汽车客运站
的爱心赠送点正式启用。在该站的售票大厅，主办
方举行了简短的启用仪式，当天有60多名旅客领
到了爱心行李箱。

今年“爱心箱送”大型公益互助行动于1月2日
启动，与往年相比，发起方除了吴江日报社、吴江开
发区总工会、行家（中国）有限公司外，还新增了三个
发起单位，分别是松陵镇总工会、盛泽镇总工会和黎
里镇总工会，活动覆盖面延伸到吴江的四大片区。除
了吴江，活动还同步在苏州、上海等地举行。

截止到1月31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爱心箱送”主办方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箱包3000
只。经过行家（中国）有限公司专业师傅的精心修
理，目前已经整理出了350只可以重新使用的行李
箱，其中200只被送到吴江汽车客运站和盛泽汽车
客运站的爱心赠送点。这些箱子将全部免费赠送给
有需要的旅客。

“今年师傅修理箱子更加细致，要求也更加严
格，因此可重复使用的箱子数量可能比往年有所下
降。”工作人员解释。

昨天一早，整理一新的箱子分别被送到吴江汽
车客运站和盛泽汽车客运站，5名市民志愿者也来
到吴江汽车客运站，开展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帮助
做好登记工作，向有需要的旅客发放爱心箱子，并
帮助旅客整理行李。

志愿者来自吴江各行各业，他们或请假而来，或
放弃了休息时间。志愿者周喜凤已连续两年来参与

“爱心箱送”志愿服务，她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在
为他人提供便利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今天一共送出了60多只箱子，看着旅客拉着
箱子进站，我很有成就感。”周喜凤表示，后续的
志愿服务活动，她若有时间，还会报名前来。

主办方介绍，目前已有60多位市民报名参加
“爱心箱送”志愿活动。他们将在春运期间，分批
到吴江汽车客运站提供志愿服务，把“爱心箱送”
公益活动延续下去。

除了在吴江汽车客运站，盛泽汽车客运站也同
步设立了爱心赠送点，并于昨天启用。主办方表
示，整理出来的行李箱还将送往部分企业，免费赠
送给有需要的外地员工。

市民捐出3000只箱包
吴江汽车客运站爱心赠送点昨天启用

本报讯（记者冯秋月）昨天是
春运首日，早上5:30左右，区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出动执法人
员20多名，在太湖新城（松陵镇）
和吴江高新区（盛泽镇）两地，同
步开展早查行动，严打春运期间

“黑车”和客运违章等现象。
松陵镇和盛泽镇是吴江春运

客流较为集中的地方，此次早查

行动以国省干线沿线、高速公路
出入口等客运违章高发路段为重
点，以执法人员巡查和设岗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当天共查处客运
违章16起，主要为外省包车违
规搭载散客、不按核定站点停靠
等。“长途客运大巴普遍发车较
早，我们选择在早上五六点这个
时段开展检查，更有针对性，工

作也更有成效。”区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李晨吉说。

据悉，今年春运期间，交通运
输部门维稳工作压力大、任务重。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统一部署，区交
通运输局将在为期40天的春运期
间，分阶段、分形式地开展道路运
输市场专项检查工作，切实保障春
运期间市民安全出行。

早查行动严打客运违章
交通部门针对春运开展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刘立平 实习
记者何清）昨天是春运首日，吴
江汽车客运站的站前广场上，一
辆消防宣传车引起了往来旅客的
关注。在车载宣传屏幕前，一些
等候入站的旅客驻足观看。

记者从吴江消防大队获悉，

消防宣传车从 2013 年开始上
路，已走遍了吴江的大街小巷，
只要天气许可，都会上路宣传，
宣传的内容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的，有消防大队自拍的微电影，
也有消防警示录。

趁着昨天是春运首日，消防

宣传车特地开到了吴江汽车客运站
站前广场，为出行的旅客播放消防
宣传视频。“马上就是春节了，消防
安全不能放松，我们想通过宣传消
防知识为旅客提个醒，让大家都能
平平安安过一个春节。”现场播放视
频的消防战士表示。

春运首日消防宣传进车站

本报讯 （记者俞佳佳）昨天，
吴江日报小记者“寻找吴江的年
味”活动正式启动，小记者们在梅
堰实验小学、盛泽小学（升明校区）
搓团子、剪窗花、做盘龙糕……在
活动中体会吴江年味。

昨天的活动中，近300名小记
者分别在梅堰实小和盛泽小学（升
明校区）体验制作了团子、盘龙
糕、风枵茶、窗花等，充分感受了
吴江传统文化的丰富绚丽，活动现
场好不热闹。

此次活动分为6个子项目，包
括了制作中国结、团子、盘龙糕、窗
花等内容。接下来，小记者“寻找
吴江的年味”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松
陵一中、吴江开发区实验初中、区
实验初中、芦墟实小等4所学校。

搓团子、剪窗花、编制中国结……

小记者“寻找吴江的年味”

苏州湾人才基金揭牌
（上接 01 版） 有高度的人才平
台，努力打造区域吸引人才、人
才引领产业的“吴江磁场”。

李铭表示，吴江将以苏州湾
人才基金成立揭牌为契机，借力
产业基础，聚焦活力释放，以基
金管理团队的专业化优势，形成
更广泛的引才、荐才、识才、用
才渠道，为我区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保驾护航，吸引更多的人才
集聚吴江，集聚苏州湾，全力将
吴江建设成具有硅谷气质的创新
热土。

据了解，设立人才专项基金
是我区贯彻落实中央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精神、创新人才
服务支持机制、促进优秀人才科
研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苏州湾
人才基金将采用市场化运作。基
金的成立，放大了我区金融服务
的优势，有利于推动人才与产业
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我区金
融服务的优势。同时，基金将与
区引导基金及各类特色化VC、
PE基金形成互补和联动优势，
引导更多国内外优秀基金管理团
队加盟助力，进一步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活力，进一步提升人才吸
引力。

周春良主持揭牌仪式。

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
（上接01版）在条件成熟的镇区
复制企业家联盟运作模式，争取
将入盟中小企业扩充至千家；进
一步细化、规范联盟小组活动流
程，争取将服务企业工作做精、
做细；依据产品网，夯实企业需
求和动态信息库资料，推出电子
刊物，加强联盟宣传；借助服务
机构联盟的力量，更好地了解企
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破企
业痛点。

当天的会议上还发布了《一
片匠心领风骚——吴江区“专精

特新”企业家巡礼》一书。
近年来，我区着力在细分领

域打造一批“隐形冠军”，引导
中小企业从粗放发展向“专精
特新”发展，促进产业迈向中
高端。区经信委在全区“专精
特新”方面颇有成效的企业中
遴选出25家，邀请吴江的作家
进行采写，以报告文学的形式
对这些企业的好做法、好经验加
以挖掘，出版了《一片匠心领风
骚——吴江区“专精特新”企业
家巡礼》一书。

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法院制定出台《实施意见》
（上接01版）要以营造有序市场
环境和健康金融生态，保障打造
民营经济发展标杆；以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和提供靶向支撑，保障
打造智能工业发展标杆；以规范
工业旅游和维护古镇旅游，保障
打造环太湖产城旅融合标杆；以
促进依法行政和推进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保障打造集成式改

革标杆；以保护水乡环境和服务
乡村建设，保障打造江南水乡标
杆；以打造精准服务和开展文化
保护法治宣传，保障打造丝绸文
化传承与发展标杆；以融入网格
和完善协作联动，保障打造共建
共享共治善治标杆；以升级“智
慧审判”和提升群众信息化获得
感，保障打造智慧城市标杆。

4家企业上榜“创新百强”

本报讯（见习记者颜贝贝）近
日，区“263”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工作人员暗访吴江高新
区（盛泽镇），发现了多家“散乱

污”废品垃圾回收点，这些回收点将
大量垃圾露天堆放在空地上，周边环
境十分脏乱。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盛泽镇黄
家溪村，发现村内一块3000平方米左
右的空地上存在多家“散乱污”废品垃
圾回收点。这些废品垃圾回收点主要
回收废布垃圾、废弃衣物、泡沫板、
木制品架子、塑料垃圾等。

记者看到，这片空地上，还有近30
间彩钢板搭建的简易房间，都为违章建

筑。另外，此处还是一个“三合一”场所，
部分彩钢板搭建的房间内还有人居住，
并存在私拉电线的现象，有一定安全隐
患。再加上近日连续的下雪天气，房屋
顶部有大量积雪，居住在这些房间内将
更加危险。有些没有人居住的彩钢板房
间已十分破旧，里面堆放了大量生活
垃圾和回收来的废品垃圾。

“我们将尽快把暗访情况告知当
地相关部门，并督促他们整改。”一名
参与暗访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区“263”办暗访盛泽

废品垃圾回收点影响环境

小记者们在制作盘龙糕小记者们在制作盘龙糕。。（（高琛高琛摄摄））

彩种

江苏7位数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8018

18032

18032

中奖号码

8，0，4，6，7，
8，5

8，6，0

8，6，0，9，3

彩种

3D

15选5

双色球

开奖期号

2018032

2018032

2018014

中奖号码

7，1，2

4，6，7，8，12

9，12，20，24，
28，31+7

（上接01版）此次评选从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
创新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企业
创新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此次发

布的百强创新型企业具有自主创
新能力强、企业经济效益好、行
业影响力大、创新管理水平高等
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