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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金琦琦 记者陈静）近
日记者从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环保科
了解到，盛泽镇喷水织机企业签约
换证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此次更换
的证件为喷水织机备案证，根据工
作进度，目前该镇喷水织机换证工
作已完成80%，预计本月底该项工
作可全部完成。

“因为换证企业众多，并且要
镇综合执法局、镇喷水织机整治办
和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相关污
水处理站三方依次核查后才能给企
业发证，就有一些企业向我们反映
了‘换证麻烦’‘效率不高’等问
题。”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相关人员
告诉记者，为此该局盛西中队为企
业开通了喷水织机换证的“绿色通
道”。

10月 28日是星期日，盛西中
队联合镇喷水织机整治办和盛泽水
处理发展有限公司一起加班，三方
协同办证，减少了喷水织机企业需
要跑多个部门办理换证业务的繁琐
流程，加快推进工作进度。当天共
有74家企业顺利完成喷水织机的换
证备案工作。

苏州宝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去
年喷水织机核定备案数为132台，
去年该公司已削减12%，核定备案
数为 116 台；按照今年的削减目
标，该公司应淘汰12台喷水织机，
为此，相关部门在向该公司发放的
新喷水织机备案证上标注了104台
织机。

“还有企业对换证工作存有疑问，于是我们安排了专人
为企业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按流程开展换证业
务，促使换证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该相关人员说。

据悉，今年9月，盛泽镇喷水织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开展2018年度喷水织机专项整治
行动的操作办法》，提出该镇将分门别类、有计划地淘汰喷
水织机1.24万台，完成9%的全年整治目标，以进一步改
善盛泽水环境，打赢环境保护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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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郗小骥） 6日下午，2019中国东方丝绸
市场阿里巴巴电商外贸达人赛吴江站决赛在盛泽镇举行。
经过激烈的角逐，比赛评选出了3名获胜者，他们将参与
苏州站决赛。百余名吴江企业负责人到场观摩比赛。

比赛中，5名来自吴江企业的参赛选手依次上台，通
过主题演讲的形式展现了营销能力与个人风采。他们还与
评委及现场观众互动，分享了自身的创业故事和外贸营销
心得。比赛评分采取百分制，评委分别从运营能力、网络
流量获取能力、交易能力、外贸团队打造能力等多个方面
为选手评分。经过评比，苏州拓普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负责人史燕获得第一名，江苏英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海洋与吴江市鑫坤鹏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翼飞分列第
二名和第三名。

据介绍，此次比赛旨在展示吴江外贸企业负责人风
采，传播行业知识，分享外贸电商营销经验，助力吴江纺
织企业在电商领域进一步取得创新发展，推动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

电商外贸达人赛举行

本报讯（计蕾 记者贾黎）日前，南麻社区携手南麻小
学，组织学生们来到盛泽文化中心，参观盛泽丝绸纺织陈
列馆，了解丝绸产业发展历史，学习传统丝绸文化。

学生们一走进丝绸纺织陈列馆，就被大屏幕上播放的
短片吸引住了。短片讲述了从古至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
史，并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随后，学生们了
解了盛泽桑蚕文化和丝绸产业的发展历史。陈列馆内的展
品架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丝织品，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宋锦
产品，这种精美的产品让学生们啧啧称赞。

参观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学习蚕桑培
育、丝绸产品特点、丝绸业名人等盛泽传统丝绸文化知
识，以增长阅历，更加深入地了解家乡。

传承发扬丝绸文化

南麻社区开展
“丝绸文化之旅”活动

11 月 2 日至 4日，2018
中国（南京）文化科技融合成
果交易会（以下简称“南京融
交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

此次南京融交会共吸引了
来自全国超300家文化科技融
合企业参展。作为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苏州盛泽科技创业园
组织4家盛泽企业参展，并组
织园内15家在孵企业前往活
动现场参观学习。

一个背包多种功能
防护用具展现科技力量

此次展会上，盛泽科创园
组织苏州丝路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朴度文创）、苏州高甲防

护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新旗艺
丝绸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福
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
园内企业展示了最新研发的产
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采购商
吴先生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试
穿了苏州高甲防护科技有限公
司展出的防刺背心。吴先生伸
开双臂活动了一下后说，这款
背心穿在身上的贴合度很好，
并不影响肢体动作，还让自
己觉得很有安全感。高甲防
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款背心是由小块防刺材料拼
接组合而成，背心质地柔
软，能够顺着人体活动方向
而弯曲，同时具有防刺的功
能。另外，该公司也可根据客
户体形定制防护服装，从而达

到更好的防护效果。
展会上，福洹纺织展出了

多件功能性穿戴产品，其中一
个灰色背包被放在了展位中最
显眼的位置。该公司经理赖瑞
告诉记者，这款背包非比寻
常，它集防划、防盗、可屏蔽
通讯信号等功能于一体。“背
包采用了拉绳收口的设计，这
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款式。背包
的收口处带有密码锁，绳子
和背包表面材料都具有防划
功 能 ， 使 用 起 来 更 为 安
全。”她说，公司还展出了
可降解T恤。这款T恤由从
松木中提取的纤维制作而成
的，生产过程中不使用染色
剂，十分环保。她还说，20
多名采购商询问了公司的背包
和服装等产品的信息，这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拓展销售市场。

现代与传统结合
精美丝织品展示绸都文化

除了充满科技感的功能性服
装，另外两家盛泽参展企业也带
来了具有古典美的产品。

展会现场，不少采购商都在
苏州新旗艺丝绸科技有限公司的
产品面前驻足询问信息。该公司
品牌总监吴斌彬告诉记者，此次
展会中公司展出了带有牡丹花刺
绣的长丝巾、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的盘扣以及秋冬款的苏
绣改良旗袍。另外，公司今年新
研发的盘扣胸针也吸引了许多采
购商的目光。“这枚盘扣胸针看
起来小巧精美，还带有传统文化
的独特韵味。”采购商王彤告诉
记者。

苏州丝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则将中国传统针法打籽绣、隼牟
结构一同运用在一款手拿包上，
吸引了不少眼球。该公司还展出
了手工锻打的茶器、以“秤”元
素为主题的钢笔和印章等产品。
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朱磊告诉记
者，公司在将文创产品与传统文
化元素结合的同时，也注重产品
质量。

观展企业大饱眼福
服务企业更好发展

作为盛泽科创园组织的观展
企业之一，苏州依司特科技有限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方晓宇告诉记
者，在此次活动中，她见识到了
许多集文化、科技元素于一体的
展品，可谓大饱眼福。在“南京
江北新区”展区内，她看到了多
台无人驾驶飞机模型。“在现场
观看了飞机操作过程后，我觉得
十分新奇，也想了解更多关于这
方便的信息。回去以后我也会把
这次参观的经历分享给同事。”
她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带园内企
业参加融交会，也是一次非常好
的尝试。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将
园内优秀企业的产品展示给外
界，让市场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盛
泽的科技文化产品。”盛泽科技
创业园总经理叶龙明说，科创园
组织园内企业观展也能够进一步
开阔企业代表的眼界，助推园内
企业更好发展。

图1为苏州盛泽科技创业园
展位现场。

图2为工作人员为观众试穿
防护服。 （鲍宇清摄）

绸都科技文化产品亮相金陵
盛泽科创园组织企业参加南京融交会

本报记者 郗小骥

本报讯 （记者范晓菲） 近
日，由盛泽镇总工会主办的盛泽
镇第十二届丝绸纺织行业职工技
能竞赛举行。本次竞赛分为叉车
技能比赛和穿综过筘比赛两个项
目，来自盛泽镇各纺织企业的
54位职工参赛。

据了解，叉车技能比赛由理
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内容组
成，理论知识竞赛采用先培训后
考试的形式开展，技能操作设置
了带货绕桩、托盘上架、托盘下

架、货物移库、托盘码垛等比赛
项目，考校选手的叉车操作水平
及熟练程度。

记者在叉车技能比赛现场看
到，选手们操作叉车前进、后
退、拐弯，顺利越过障碍物，
比拼着“快、稳、准”。经过
激烈的角逐，恒力集团的职工
王志强以娴熟的技艺勇夺冠
军。他说：“我在叉车操作岗位
上已经工作2年了。我喜欢开叉
车，在驾驶操作的过程中能体会

到乐趣。”
穿综过筘是纺织一线操作

工必须掌握的技能。职工穿综
过筘时要沉得住气，要做到细
致认真，保证产品质量。本次
穿综过筘比赛营造了职工们注
重技能、钻研业务、爱岗敬
业、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有
利于促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加
快产业升级，增强企业竞争
力。

吉海芹是吴江福华织造有限

公司的一名纺织一线操作工，今
年28岁，已有10年的穿综过筘
工作经验。这是她首次参加此类
的技能竞赛。她说：“此次比赛
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和别的纺织
企业的员工交流了技术知识，学
习到了其他纺织厂员工的先进工
作方法。”

记者了解到，此次纺织行业
职工技能竞赛的参赛选手相互
学习，切磋技艺，有利于自身
操作水平的提高。盛泽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竞赛旨在
更好地促进纺织行业技能人才学
习交流、切磋技艺、提升水平，
弘扬“工匠精神”，彰显职业风
采。该负责人还说竞赛有利于培
养掌握精湛技术的高技能人才，
鼓励广大职工爱岗敬业，自觉刻
苦学习技能，争当岗位技术能
手。

图1为叉车技能比赛。
图2为穿综过筘比赛。

（范晓菲摄）

人人争当纺织技术能手
盛泽镇举行职工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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