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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盛泽物流中心多
家货运场站上看到，货运工人们正
忙着将托运的布匹等货物装车，整
个中心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2018年，盛泽物流业联合会不断
增强自身市场服务功能，实现安全
发展、创新发展，组织全体会员企
业交出了年货运量达300万吨、同
比增长8%的“成绩单”，将中国
东方丝绸市场的纺织品安全、快捷
地运送至全国各地。

紧绷安全弦
排除3141处安全隐患

随着近年来盛泽物流市场的发
展，大批物流企业扎根盛泽物流市
场，并加入了盛泽物流业联合会。
目前物流业联合会拥有会员单位
38家，盛泽物流中心内的大部分

企业都已经成为会员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是维系盛泽物流

行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日常物
流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一直重视安
全生产，为地区的物流产业健康发展
保驾护航。”盛泽物流业联合会相关
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盛泽物
流业联合会积极配合“331”专项行
动的开展，并组建负责物流中心安全
生产工作的专职网格化安全领导小
组。物流业联合会将物流中心分为9
个区域，集中排查整治中心内存在的
安全隐患。物流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
说：“去年，我们组织人员不定期对
中心内使用明火、乱停乱放电动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进行排查
整治，同时要求各业主签订相关杜绝
明火隐患的安全责任书及承诺书。”
截至去年12月底，“网格化小组”共
排除3141处安全隐患，为物流业联

合会会员企业安全发展提供保障。
为了强化会员企业的安全意识，

增强企业的消防应急能力，去年，盛
泽物流业联合会开展了多次消防演习
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消防安全基础。

保障市场和谐
查处“黑物流”

为进一步保障本地物流行业和谐
稳定的秩序，去年下半年，盛泽物流
业联合会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在业
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本地
物流市场安全稳定。

记者了解到，物流业联合会组建
盛泽物流行业扫黑除恶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制定为期三年的
盛泽物流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计划。“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每日走访各
会员企业，并形成‘盛泽物流扫黑除恶
检查日报’，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顺
利开展。”物流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保障盛泽物流市场的稳定发
展，去年，盛泽物流业联合会配合盛
泽镇相关执法部门查处了三家“黑物

流”。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以来，
物流业联合会积极配合盛泽相关执法
部门共取缔无证无照“黑物流”35
家，保障了物流行业的和谐稳定发展。

推行“区域联盟”模式
实现合作共赢

去年以来，盛泽物流业联合会积
极在行业内推广“区域联盟”的经营
模式，倡导各会员企业对短驳及需要
中转的货物进行合作处理，以降低经
营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目前，在物
流业联合会及各部门的努力下，盛泽
物流中心内已有两条物流线路上的企
业实现了合作共赢。

“去年，我们共处理行业内各类纠
纷5起。”物流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
联合会努力促进各物流企业间加强交
流，帮助企业调解经营纠纷，处理交通
事故，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

接下来，盛泽物流业联合会将不断
创新物流管理机制，强化服务企业的能
力，努力推动会员企业发展，促进物流
行业健康、快速、规范、有序地发展。

为“千亿市场”的安全运输保驾护航

盛泽物流业联合会交出年货运量300万吨“成绩单”
本报记者 范晓菲

本报讯（记者郗小骥）近日，
《中国东方丝绸市场高质量发展扶
持政策》奖励申报工作与2018年
度东纺城商户扶持奖励申报工作已
经启动，申报时间均截至1月31
日。

据了解，《中国东方丝绸市场
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旨在进一步
提升盛泽“丝绸古镇、纺织名城、
面料之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
造“中国纺织第一镇标杆”，充分
发挥盛泽丝绸纺织产业集群优势，
做大、做强和做优中国东方丝绸市
场，树立一批在转型升级中创新性

好、开拓性强、交易量大、市场服
务优的带有示范引领性的标杆企
业，确保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在全国
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领先地位。

《中国东方丝绸市场高质量发
展扶持政策》中规定了鼓励做大做
强、鼓励外贸出口、鼓励市场拓
展、鼓励时尚引领、鼓励平台发
展、鼓励会展经济与鼓励载体升级
等7项内容。申报企业可根据申报
内容，分别于中国东方丝绸市场管
理办公室与盛泽东方纺织城五楼一
站式服务中心进行申报。

申报企业须在今年1月31日

前自行申报，递交材料，逾期未申报
作自动放弃处理。申报企业应对申
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欺诈行
为，一经查实，即取消申报企业的享
受资格，追缴已发放的奖励款。

2018年度东纺城商户扶持奖
励旨在进一步推进盛泽东方纺织城
招商隆市、运营旺市工作，鼓励东
纺城商户做大做强，不断提升东纺
城的竞争力，对入驻东纺城并符合
相关条件的商户进行扶持奖励。奖
励内容分别为商户经营奖励、市场
拓展奖励和时尚引领奖励，其中商
户经营奖励分为纺织类商户经营奖

励、丝绸商户经营奖励和服务配套
机构奖励。

此次奖励的入驻东纺城的商户
是指在盛泽东方纺织城内注册登记
并依法纳税 （增值税） 的各类商
户，商户经营、纳税和信用情况良
好，年开门率在90%及以上。符合
东纺城相关管理规定的入驻商户才
可享受经营奖励。商户如在年度考
核期间内退租或变更，则不享受经
营奖励。奖励申报地点为东纺城五
楼一站式服务中心，申报企业须在
今年1月31日前自行申报，递交材
料，逾期未申报作自动放弃处理。

树立标杆企业
鼓励做大做强

东方丝绸市场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奖励申报启动

本报讯（记者陈静） 1月8日上
午，吴江区大提花织造商会的代表们
来到盛泽镇敬老院，慰问那里的老
人，为他们送去新年祝福。

当天，区大提花织造商会的会员
企业家代表们来到敬老院，与老人们
热情交流，并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商会
会员企业家代表们还为老人们送上了
苹果礼盒等慰问品及慰问金。捧着慰
问品和慰问金，老人们乐得合不拢嘴。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们作为企业家，更应该承担一
些社会责任。”吴江区大提花织造商
会副会长李萍告诉记者，会员企业家

代表们希望通过这次慰问，为老人们
带去更多的欢乐，同时也在社会上传
递尊老敬老的正能量。

据悉，吴江区大提花织造商会成
立于2016年1月，目前入会的大提
花织造企业超百家。商会坚持“发展
企业，回馈社会”的宗旨，组织会员
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定期走访敬
老院，为老人送去祝福。商会还组织
会员企业与重病患者及困难学生结
对，开展“一对一”帮扶工作，受到
社会好评。

图为区大提花织造商会会员企业
家代表为老人送上慰问品。（陈静摄）

传递尊老敬老正能量

区大提花织造商会慰问敬老院

本报讯（记者陈军） 1月 1日，
盛泽镇敬老院活动室内暖意融融，老
人们正在阅读吴江区福建商会赠送的
《吴江日报》，了解吴江本地的时事新
闻。老人们还交流读报感受，活动室
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元旦当天，投递员一早就将吴江
区福建商会自费订阅的29份《吴江
日报》送到了敬老院。知道这些《吴
江日报》都是区福建商会免费赠送
的，年过七旬的王大爷说：“这么多
年来，区福建商会不但关心我们的物

质生活，还关心我们的精神生活。”
老人们对商会此举非常感激，交口称
赞。

吴江区福建商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传统佳节慰问老人，这是商会
的传统工作，商会将持续开展该项社
会公益工作。“这些年，商会发展得
不错，这要感谢党的好政策。”该负
责人说，商会热衷公益事业，以实际
行动回报社会。商会还经常资助贫困
大学生，目前已资助10余批次的大
学生，合计捐款50余万元。

区福建商会自费订报赠送老人

本报讯（记者陈静）记者日前从
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环保科了解到，
2018年，盛泽镇通过总量控制，差
别化、有序推进喷水织机专项整治行
动，全年共计淘汰喷水织机1.24万
台，完成全年的整治目标任务数量。

2017年 6月，一场为期三年的
喷水织机专项整治行动在吴江区拉开
帷幕。区环保局计划通过“关停一
批、整治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措
施，逐年淘汰落后喷水织机设备，压
降落后产能。2018年是吴江区开展
喷水织机专项整治行动的第二年，盛
泽镇作为纺织重镇，于当年9月开始
分门别类、有计划地淘汰喷水织机，
已完成2018年整治目标任务。

去年9月，盛泽镇喷水织机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吴江区

“三水同治”工作要求，按照《关于
开展2018年度喷水织机专项整治行

动的通知》文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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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改善盛泽
镇水环境质量，努力打赢环境保护

“攻坚战”。
记者了解到，2018年盛泽镇在

开展喷水织机专项整治行动的同时，
还要求所有喷水织机企业对照《污水
排放规范化管理细则》开展规范化整
治，全面完成喷水织机污水总量控制
IC卡系统建设工作。目前该镇已安装
喷水织机污水总量控制IC卡系统设
备940余套，并持续推进中水回用设
施及管网建设，提高企业中水回用率。

整治期间，盛泽镇还长期实施喷
水织机“开三停一”政策，同时鼓励
企业自愿提前完成三年整治削减任
务，鼓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并免除
削减价值 15 万元以上的高档设备
（台均税收低于1000元的企业除外）。

努力打赢环境保护“攻坚战”

2018年盛泽镇淘汰
喷水织机1.24万台

本报讯（记者贾黎 陈军）日
前，吴江区“创二代薪火工程”青

年企业家结对帮扶“暖冬”活动在盛
泽镇开展。来自盛泽纺织行业的“创

二代”青年企业家与困难家庭学生结
对，为学生们献爱心。

活动当天，14 位盛泽“创二
代”青年企业家分成三组，分别走访
慰问了14名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
给学生们送去了学习用品和新衣服，
也为他们送去了新年的祝福。活动
中，“创二代”青年企业家们询问了
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关心学生
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鼓励学生们好好
读书、奋发图强，全家一起努力改善
生活状况。

随后，盛泽“创二代”青年企业
家与 14 名困难家庭学生一对一结
对，相互填写了爱心联系卡。青年企

业家们承诺对困难家庭学生持续给予
帮助，鼓励学生们树立远大理想，好
好学习，健康成长。

“我们希望通过‘一对一’结对工
作，为困难家庭学生提供实际帮助。”
盛泽镇团委书记曹锋介绍，“创二代薪
火工程”青年企业家结对帮扶“暖
冬”活动既根据困难家庭学生的实际
需求搭建平台，为学生们提供帮助，
也促使“创二代”青年企业家增强社
会责任感，提升政治素质和文化修
养，为吴江民营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活动当天，“创二代”青年企业家
还与结对学生玩了互动游戏。

图为活动现场。 （贾黎摄）

盛泽青年企业家情暖困难家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