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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职教工作联席会议印发通知

拿下两项国际环保“通行证”

建设 10 所应用型本科院校

震纶棉纺让纺织业“换新绿”
本报讯 （记者王炜） 昨天，两份
国际权威认证通知放到了苏州震纶棉
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沈耀华的桌上，
一份叫 FSC 森林认证，另一份叫 GRS
认证。沈耀华兴奋地介绍，震纶棉纺拿
下这两项权威的绿色环保认证证书
后，产品可快速安全地进入欧美市场，
这也展现了吴江纺织行业中绿色棉纺
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
震纶棉纺是国内生产再生纤维素
纤维纱线的龙头企业，多年前就拿到
了 瑞 士 oeko—tex 100 生 态 纺 织 标
准体系的认证，并相继牵手兰精 （南
京） 公司、博拉经纬，旨在给消费者
提供天然、环保、可追溯的纤维纱
线，满足一些高端客户对环保性面料
的需求。
FSC 森 林 认 证 又 叫 木 材 认 证 ，
震纶棉纺获得该认证中的产销监管链

认证，主要是对木材加工企业的各个
生产环节，包括从原木的运输、加工
到流通整个链条进行鉴定，以确保最
终产品源自于经过认证的经营良好的
森林。GRS 认证中文名“全球回收
标准认证”，主要是对产品回收、监
管链的管控、再生成分、社会责任和
环境规范以及化学品限制执行的认
证。这两个认证由第三方国际权威认
证机构认证，被全球认可。
震纶棉纺拓展部经理赵震芳告诉
记者，FSC 森林认证，意味着身上
穿的衣服，其纱线来自于哪里，纤维
来自于哪个企业都是可以追溯的，甚
至可以追溯到原材料取自于哪一片森
林。GRS 认证则意味着企业生产的
产品有标准的回收材料含量标识。拿
到这两个认证意味着企业更容易走向
国际舞台，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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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齐开一家“店”
“电小二”先布一张“网”

供电服务实现一网通办
新华社上海 6 月 11 日电
省换取服务的客户，这也标志着
“我们公司生产制造基地在江
长三角地区的供电服务“跨省一
苏吴江，但财务结算人员都在
网通办”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上海总部，现在我只要在上海
供电服务“跨省一网通办”
的供电公司营业厅就能拿到江
是反映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
苏省电力公司开具的电费增值
之一。在经济发展愈发融通的长
税专用发票。事情虽小，却省
三角地区，企业跨省办理电力业
去了不少奔波路程，长三角真
务成了新常态。长三角齐开一家
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安信伟 “店”
，电力部门如何扮演好“电
光 （上海） 木材有限公司经理
小二”显得尤为重要。
李军说。
今年以来，国网上海电力联
李军所在的企业也是上海
合国网江苏电力、国网浙江电
首家享受到电力增值税发票跨
力，
（下转 02 版）

震纶棉纺的省级智能示范车间。
震纶棉纺的省级智能示范车间
。（王炜
王炜摄
摄）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

营造全社会依法治水良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陈晓思思） 昨
天，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二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关于 2018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等有关报
告，审议并通过有关决定。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沈金明，副主任夏

晓阳、王悦、张志成、吴卫中出
席会议。区委常委、区监委主任
乐江，副区长汤卫明、戚振宇，
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等
列席会议。
会 议 应 到 常委会组 成人员
36 人，实到 33 人，符合法定人

数。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 2018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
审议区检察院关于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和审议区
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

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情
况的报告；审议和通过区人大常
委会关于 2019 年评议工作的意
见；审议并通过了设立人大常委
会有关街道工委的决定；审议和

推动印染产业绿色发展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盛泽“论道”

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沈金明为
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
人员向宪法宣誓。
沈金明指出，我区环境保护
状况明显改善，但仍然面临治污
压力大、治理难点多、基础设施
不够完善等问题。 （下转 02 版）

区人社局举行主题新闻沙龙

政企共商高质量引才育才之路
本报讯 （记者黄明娟 周成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昨天，以
瑜） 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走高质量引才育才之路”为主

2500 份文具

“奔赴”印江

题的新闻沙龙在亨通集团举行，
全区优秀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
门负责人与区人社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如
何让人才工作更好地服务民营经
济”这一话题。活动由区委宣传

——访区税务局局长顾友成
本报记者 李裕强

92 号汽油每升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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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日报社出版

面，今年以来，区人社局先后组
织开展了“智汇吴江”2019 年吴
江区春季校园招聘 （宣讲） 系列
活动；组织重点企业参加“苏企
优 才 ” 2020 届 毕 业 生 实 习 招 聘
会；
（下转 02 版）

在细微之处彰显文明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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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区人社局共同主办。
近年来，区人社部门在引进
培育人才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人
才高质量供给，创新人才引进培
育模式，帮助民营企业破解人才
难题。在组织企业“走出去”方

“区税务局一直以来将文
明城市建设工作融入一件件小
事中，不断在文明城市建设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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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布局、造型上花心思、下
功夫，在细微之处彰显文明元
素，以形式多样的宣传使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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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新、眼前一亮，真正达到入
脑入心的效果。”近日，区税务
局局长顾友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这
样表示。
区税务局的大厅，窗口、公
开栏、LED 显示屏上，氛围浓
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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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随处可见，墙上悬挂张贴文明
宣传标语、廉洁服务的责任要
求，大厅摆放文明城市建设展板
等，既突出建设特色，又体现税
收精神，真正“让文明融入血液
之中”
。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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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军） 昨天
下午，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六届
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暨六届二次
常务理事会在盛泽镇召开。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
哲，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
业司副司长曹学军，中国印染
行业协会会长陈志华，区委常
委、盛泽镇党委书记王益冰等
出席会议。
会上，孙瑞哲作主旨发
言，他分析了 2019 年以来中
国纺织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包
括生产增速保持平稳、国内外

市场稳中承压、运行质效略有波
动等方面。面对贸易摩擦，他认
为，中国纺织工业可以应对从
容，行业的自信和底气来源于独
特的制度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
和巨大的创新活力。
曹学军说，近年来，印染行
业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
成本上升、环保加严、国际市场
竞争加剧等诸多情况，整个行业
围绕“科技、时尚、绿色”新定
位，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
（下转 03 版）

坚决遏制涉黑涉恶行为
区城管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 （记者李裕强） 近
理、从严执法、集中整治、落实
日，区城管局开展“有黑扫
长效”的原则，针对建筑垃圾
黑 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扫黑 （工程渣土） 运输行业中的违法
除恶主题党日活动，现场全体
违规行为和突出问题，切实把专
人员观看了央视 《焦点访谈》 项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与扫黑除恶工作相关的节目， 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全
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将扫黑除
区建筑垃圾 （工程渣土） 运输行
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业规范运营集中整治行动，坚决
任务深入推进。
遏制建筑垃圾 （工程渣土） 运输
今年以来，区城管局根据
过程中存在的涉黑涉恶、无证经
苏州市建筑垃圾 （工程渣土） 营、抛洒滴漏、偷倒乱倒等违法
运输行业规范运营集中整治工
违规行为。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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