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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裕强） 7月
9日，震泽镇召开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建设推进会，动员全镇上下
团结一心，高质量建设该镇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场所。活动现场举
行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授牌
仪式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授旗仪式。

据悉，此次震泽镇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建设，将按照有
标牌标识、有志愿服务站、有
志愿团队、有工作制度、有工
作计划、有实践活动、有工作
特色的“七有”标准，构建镇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行政村
（社区）实践站、机关 （企业、
自然村、重要场所）实践点三级

网络。
其中，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做好
统筹规划工作；村（社区）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将运用本地资源
优势，结合群众的生产劳动和实
际需要开展相关志愿服务工作；
而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基地）则
采取“1+X”体系，成立震泽支
援支队，以及若干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小队。

此外，震泽镇还将打造线
上、线下两大平台，分别是网上

“文明实践云平台”以及线下五
大服务平台，以“线上+线下”
的模式推动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
化、标准化。

震泽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推进会

将构建三级志愿服务网络

本报讯（记者张婷）昨天，
2019年吴江区新市民积分入学
准入排名名单公示，已申请积分
入学的新市民可登录吴江区人民
政府官网查看个人录取情况，申
请未成功者还有“补录”机会。

本次公示时间为 7 月 10
日—7月16日，已列入积分入
学准入排名名单的申请人，可以
在公示结束后持本人有效证件至
办理申请的积分窗口领取入学准
入卡和入学告知书，具体时间将
由工作人员短信通知。需要注意
的是，和往年一样，经积分排名

未能进入所申请学校的新市民子
女，如本镇(区)内其他学校有空
余学位的，将有一次统筹协调的
机会。

区新市民事务中心（筹）的工
作人员提醒，今年的申请情况与
往年类似，热门学校竞争激烈，录
取比例相对较低，建议首批申请
未成功的家长及时关注空余学位
公布情况，在统筹协调时谨慎考
虑、理性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今
年新增的5所民办中小学校所提
供的学位将在统筹协调阶段与公
办学校的空余学位一起使用。

积分入学排名名单公示
申请未成功者还有“补录”机会

昨天上午，震泽镇石瑾新
村29幢的一套老式住房内，
卓为国正在休息。他在一家食
品店打工，前一天上了夜班，
记者赶到时，他刚刚起床。

房子的面积不大，但很整
洁。卓为国说，房子是五六年
前买的，当时从亲戚朋友那里
借了一笔钱，欠款至今没还
清。儿子阿成今年参加高考，
眼看就要上大学了，学费成了
家里要面临的一大压力。

姐弟俩学习很争气

卓为国与妻子都是宿迁
人，22年前，夫妻俩离开家
乡来吴江打工。

“做过几个月的装修工，
后来公司倒闭了，我就去震泽
古镇那边蹬三轮车，一蹬就是
15年。”卓为国说，他和妻子
都小学未毕业，没有文化，打
工也只能做一些力气活。妻子

身体不太好，只能做一些轻巧
活，收入不多。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全家
就靠他一个人蹬三轮车挣钱养
家。随着年纪渐长，整天蹬车
身体吃不消，卓为国便找了一
份在食品店的工作，一直做到
现在。

女儿读完初中，要想在吴
江继续读高中，需要提供房产
证明。那一年，卓为国与妻子
咬牙借钱买房，40多万元的
房款，大部分是借的。

卓为国夫妻俩每月工资加
起来只有5000元左右，除了
日常消费、还欠款，还要供两
个孩子读书。日子比较清贫，
但让卓为国开心的是，女儿和
儿子的学习都很争气。前年，
女儿考入苏州大学，儿子今年
参加高考。

“等到下半年，家里就有
两个孩子在读大学了，每年的
学费开支，光靠我和老婆这点
工资肯定是不够的，得咬咬牙

了。”卓为国说。

懂事男孩暑假去打工

高考成绩刚出来，阿成就到
震泽镇上一家电子厂当起了暑期
工。

在阿成打工的工厂，记者看
到了他，身材高瘦，戴着眼镜，
斯斯文文的样子。

“工作倒是不难，就是剪剪
线头之类的，很容易上手。”阿
成说，来工厂打工已经十多天，
厂里有不少暑期工，大家都是学
生，很快就熟悉了。“遇到工作
上的事情，厂里的哥哥姐姐会帮
忙，对我们蛮热心的。”阿成说。

阿成打算打工到8月下旬，
凑满2个月。打完工，乘着开学
前的一点时间，他想到外面走一
走，开拓一下眼界。

除了打工，阿成还计划在暑
假里跟姐姐学习一些计算机专业
知识。

虽然阿成姐姐的大学专业并
不是计算机方面的，但她准备兼
修计算机专业。受姐姐影响，阿
成在填写志愿时，前面几个学校
的专业，都与计算机有关。

高考失利不气馁

高考结束，阿成预估自己的
成绩会在350分以上，结果意想
不到，只有320多分。

“没发挥好，尤其是英语和
语文。”阿成说，高考已经过去
了，再纠结也没用，现在他只期
望能被公办学校录取，这样能为
家里减轻一些学费负担。

阿成是吴江高级中学的学

生。在校时，他刻苦学习，让班
主任潘老师印象深刻。

“与很多刻苦学习的学生一
样，阿成每天来得早、离开晚，
学习劲头足。”潘老师说，刚进高
二时，阿成的成绩未进入全班前
十名，到了高三，他的成绩已稳
定在班级前十，有时能冲入前
五。“这次高考，他没发挥好有
些可惜，不过只要保持刻苦钻
研的精神，他一定能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获得成功。”潘老
师说。

喜欢运动的阿成，对高考
“失利”虽有遗憾，但并不气馁。
“到了大学，我会像姐姐那样勤工
俭学，不仅要好好学习，也要学
会自立。”他说。

姐姐正在读大学，弟弟刚填完志愿，靠打工为生的父母犯了难

刻苦男孩暑假打工挣学费
本报记者 刘立平

本报讯（记者庞崇崚）昨天，记者跟随区文明城
市督查测评组的工作人员，来到桃源贸易市场进行暗
访。

在贸易市场门口，记者看到门口划有停车位，但
仍有车主将车辆随意停放在停车位以外的地方，这些
乱停的车辆将贸易市场门口的通道堵住了 （如图
1）。走进贸易市场，眼前是一片小广场，记者看到，
广场上设有专供非机动车停放的区域，但不少非机动
车依然无序停放，甚至还有些机动车停在广场上，导
致市民进出贸易市场的道路被堵（如图2、3、4）。

在广场一侧，记者看到一些商家将货物、生活用
品及其他杂物随意堆放在店铺门口，此类占道经营的
行为也给在市场内通行的市民带来不便 （如图 5、
6）。

（本文摄影：庞崇崚）

桃源贸易市场：

车辆乱停堵通道
杂物乱堆路难行

近日，“沐浴在法治阳光下”2019年第10届吴江区少年儿童书信文化活动暑期现场赛在吴
江中学举行。150余名吴报小记者参加了比赛。小记者们围绕垃圾分类、学法用法等主题，在
明信片上即兴创作。图为活动现场。 （何清摄）

学法画法学法画法
本报讯（记者蔡铭越）近

日，区社会福利中心和苏州市
天龙拍卖有限公司联手开展的
夏季义拍活动圆满结束，15
件作品共拍得2830元，这笔
钱将全部用来改善区社会福利
中心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条件。

记者了解到，此次义拍活
动的15件作品全部出自区社
会福利中心孩子之手，其中绘
画作品8幅，串珠作品7件，

作品展现出了孩子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义拍吸引了64人
参与，最终15件作品全部拍
卖了出去。

苏州市天龙拍卖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义拍帮
助区社会福利中心的孩子们增
加了自信，让他们能有机会展
示自我，实现价值，从而进一
步融入社会大家庭，十分感谢
广大参与义拍的爱心人士。

区社会福利中心义拍活动圆满结束

15件作品拍得2830元

本报讯（记者沈卓琪）昨
天，吴江日报小记者“远山的
呼唤——山村变形计”夏令营
正式开营。五天四夜的时间
里，42名小记者将入住安徽
黄村，体验徽州传统民俗，感
受乡村田园生活。

昨天下午，小记者们在辅
导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安徽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黄村进士
第广场。在广场上，村民为小记
者们讲述了黄村的历史，现场还
举行了“开笔仪式”，所有小记者
的额头都被点上了“启蒙朱砂”。

“开笔仪式”后，小记者们
参加了有趣的农耕运动会。“五
谷知识大赛”上，小记者们通过

农作物的种子和花朵猜农作物
的名字；“绿豆红豆争霸赛”上，
小记者们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混
在一块的绿豆红豆分开；“乒乓
球漂流记”比赛中，小记者们
只能用吹气的方式，把乒乓球
从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搬”到
另一个杯子中。此外，小记者
们还进行了独轮车运水比赛。

吴报小记者进山当“村民”
体验徽州传统民俗

本报讯（杨国芳 记者李
裕强）日前，江陵街道综合执
法部门以“三治三化”为抓
手，对524国道东太湖大道至
五方路段的道路沿线开展专项
整治，对道路沿线的积存垃
圾、乱堆乱放、非法广告等进

行“拉网式”清理。
此次整治行动中，执法人

员共清除3处涂鸦和3处非法
广告，清理乱堆放物件4处共
5吨，清理占道经营物品2处
共6吨，清理积存垃圾11处
共3吨，还清运了4车垃圾杂

物。这些清理出来的占道物资被
统一运走并集中存放。

接下来，江陵街道综合执法
部门将对整治行动中的不达标问
题进行全面梳理，重点整治，并
对已整治项目定期组织“回头
看”，确保问题不反弹。

江陵街道开展绿化及环境专项整治

“拉网式”清理524国道沿线

图图11 图图22

图图33 图图44

图图55 图图66

本报讯（记者颜贝贝）在震
泽镇金星村的一块空地上，“盘
丝洞”消失了，只剩一些水泥块
倒在地上，几个工人正在清理地
面上的建筑残碴。这是记者近日
跟随区污防攻坚办的工作人员回
访震泽时，看到的画面。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确认，记
者不敢将眼前的这块空地与原先
那家废丝加工作坊联系起来。记
者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的情
景：作坊的屋梁上覆盖了大量白
色丝网，大量废丝原材料与成品
被随意堆放，就连空气中都飘散
着白色丝絮，整个作坊如同“盘
丝洞”一般。如今，作坊内堆积
的原材料、成品和设备都已被清

运，作坊的建筑也被全部拆除。
“确认该作坊属于‘散乱

污’作坊后，我们立即要求其停
止生产，并按照‘两断三清’要
求落实整改。接下来，村里打算
将这2亩多地进行复垦，种植水
稻。”震泽镇金星村党总支副书
记黄健告诉记者。

在前期暗访中，暗访人员还
在震泽镇宝禾花线厂的厂区内发
现了多家“散乱污”废丝加工作
坊，不但严重污染周边的生态
环境，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回访时，记者看到，那些“散
乱污”废丝加工作坊已完成整
改，部分闲置作坊还被改建成仓
储场地。

区污防攻坚办回访震泽

“盘丝洞”变回平地

为实体经济浇灌金融活水
（上接01版）让金融活水更好浇
灌实体经济。

“我们将创新服务模式，进
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朱若
兰介绍，接下来，区政府金融办
将持续完善区级财政定期存款存
放考核办法，加大小微企业贷款
业务的考核比重，不断加大对农
村经济、涉农及农业企业的支持
力度，将民营中小微企业信贷投
放情况与考核内容挂钩，并联合
工信、科技等职能部门为金融机
构提供全面的企业信息，深化银
企合作，积极促进银企信息共
享，降低沟通成本，增加合作收
益，为银企搭建交流平台。同
时，建立各类金融网点网格化工
作机制，组织做好金融网点与所
在乡镇（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
中心的对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
点多面广、专业性强的特点，精
准化提供金融服务。

此外，区政府金融办将坚持
“政府支持、市场运作、风险可
控”的原则，联合有关职能部

门，针对人才、科创等领域大力
支持发展信用保证基金。“基金
实行风险共担机制，，由基金公
司、银行机构、担保公司、保险
公司按比例承担风险敞口，为成
长型、科创型、人才型企业提供
信贷资金。”朱若兰介绍，对融
资担保机构为重点民营企业担保
给予风险补偿，鼓励区内融资担
保公司提高风险容忍度，促进政
府性融资担保基金对中小民营企
业的增信支持。

在金融去杠杆以及信贷收紧
的新形势下，不断突破常规，创
新金融产品逐渐成为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的重要途径。朱若兰
介绍，区政府金融办将引导推
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创新符
合实际需要的金融产品，根据
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行业特
征，坚持市场导向，探索创新
排污权抵押贷款、林权证抵押
贷款、供应链贷款、股权质押
等融资方式，疏通金融进入实
体经济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