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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刘立
平 实习生邹舒怡） 酷暑不
断，爱心不止，2019年“我
为城市送清凉”志愿服务行动
昨天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启动。今年，该项志愿服务活
动新增了2家发起单位，爱心
站点也进一步扩面。

启动仪式上，发起方介绍
了“我为城市送清凉”志愿服
务行动的开展情况，并启用了
全新设计的LOGO。自2013
年区文明办、吴江日报社（现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发起“爱
心绿荫”倡议以来，该项志愿
服务活动已连续开展了6年。
去年，爱心站点和志愿者共计

服务户外工作者3万多人次，
真正为户外工作者撒下了一片

“大绿荫”。
去年夏天，区文明办、区

总工会、区融媒体中心、吴江
邮政、区志愿者总会联合倡议
发起了“我为城市送清凉”志
愿服务行动，并成立了志愿服
务联盟。今年，发起单位新增
了区住建局、区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

依托区总工会的“安康·
爱心驿站”、区融媒体中心的

“爱心绿荫”、吴江邮政的“邮
爱驿站”、区住建局的“助建
驿站”等爱心平台，“我为城
市送清凉”志愿服务行动搭建

起了覆盖全区的志愿服务平
台。在夏季高温天，户外劳动
者都可以在附近的爱心站点免
费享受到“消暑”服务。

今年，“我为城市送清
凉”爱心站点进一步扩面，截
至目前，已建立“安康·爱心
驿站（点）”40个、“邮爱驿
站”28个、“爱心绿荫”点
153个、“助建驿站”站点35
个，爱心站点合计已超 250
个。爱心站点的招募工作仍在
继续，有意愿为户外劳动者免
费提供休息、饮水等服务的单
位或个人，均可报名参加。

启动仪式上，发起方向各
联盟单位授旗，并向新增的爱

心站点授牌。此前，“我为城
市送清凉”志愿服务行动面向
全社会征集爱心站点，得到了
各社区、企业、商户的积极响
应，苏州农村商业银行、农行
吴江分行、工行吴江分行等单
位已连续多年申请成为爱心站
点，松陵、盛泽多家热心商家
也已多次参加该项志愿服务活
动。六安苏州创业者协会、盛
泽知音会等协会，还组织会员
企业集体报名参加。

今年入夏以来，“我为城

市送清凉”各联盟单位纷纷开
展了送清凉活动，各爱心站点
也纷纷提供服务。例如，区总
工会开展了夏季安康“三送”
活动，走访慰问高温下坚守岗
位的一线职工；区融媒体中心联
合公益组织，分别在松陵、盛泽
城区开展了一系列送清凉活动；
区住建局开展项目工地“抗高
温、战酷暑、送清凉”慰问活
动；吴江邮政依托“邮爱驿
站”，开展了一系列高温慰问活
动。

“我为城市送清凉”志愿服务行动启动

在吴江撒下文明实践“大绿荫”

本报讯（颜誉 融媒记者
贾黎）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
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下发《关
于2019年第一次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质量检查情况的通知》，
吴江区县道技术状况指数
MQI值96.16，位列全省第一。

本次检查由省交通运输厅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托公路养
护检测中心进行，为本年度第
一次全省县道公路管理养护质
量检查。检查以各县 （市、
区）为单位，覆盖全省13个
地级市 98个县(市、区)。其
中，县道抽查里程 10514 公
里，占列养里程的 41.70％；
乡、村道进行随机抽查，抽查
里程1243公里，占列养里程
的1.06%。

作为江苏省首批“四好农
村路”省级示范县 （区） 之
一，吴江始终坚持创新引领，
积极探索农村公路及桥梁管理
新思路，制定了科学规范的农
村公路养护体系。吴江积极开
展农村公路管理信息化建设，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立公路“大
数据库”，尝试应用农村公路养
护管理系统。同时，借助网格化
管理、社会监督等新型模式，基
本实现农村公路全天候管理，并
充分利用路况桥梁检测的各种手
段，科学分析标准数据，合理安
排农路养护，有效提高农村公路
养护质量和路况水平，加快推进
农村公路科学发展。

截至目前，吴江区1788公
里农村公路、1724座农村公路
桥梁已实现列养率100%，经常
性养护率100%，县道优良路率
100%，乡村道优良路率90%。
2019年计划投入农村公路养护
资金7000万元，其中县道养护
3000万元，乡村公路大中修约
6.6公里，农桥改造7座。

下阶段，吴江将继续巩固
“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区）创建成果，不断深化养护
标准化体系建设，努力提升养护
管理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服务
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助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为乡村振兴建好通衢大道
吴江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考核全省第一

本报讯（姚新 融媒记者
贾黎）为进一步规范网约车经
营活动，提高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法律素
养，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举办

“网约车”执法行为规范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江苏剑桥

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希哲授课。陈希哲对“网约
车”的法律概念、经营模
式、管理现状、执法中的难
点和存在的风险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讲解，并向执法人员
提出了注重相关法律依据及

执法流程、谨慎适用自由裁量
权等执法建议。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进
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法律素养，帮助吴江交通部
门更好开展“网约车”行政执
法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开展执法培训

提高网约车管理水平

本报讯（融媒记者史韫倩）
昨天，副区长、汾湖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吴琦带队前往格悦供应链
管理 （苏州）有限公司、GAP
中国供应链中心等重点外资企
业，了解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以及需要
协调解决的实际问题，积极营造
优质的服务环境。

在格悦供应链管理（苏州）有
限公司，吴琦一行戴上安全帽，身
穿反光背心，对正在建设的格悦
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项目
进行了实地查看，并对楼层高度、
建设进度、投用时间等情况进行
了了解。据悉，格悦供应链管理
（苏州）有限公司项目于2018年

5月开工，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
米，目前总体建设完成 70%左
右，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随后，吴琦一行来到GAP
中国供应链中心，在该中心仓库
了解了GAP目前的仓储系统和
运行模式。GAP集团是美国第
一大服饰类公司，旗下拥有众多
知名品牌，汾湖项目是GAP集
团在美国以外资金投入最大的项
目，也是GAP在中国区唯一的
中央分拨和配送中心。项目一期
面积62691平方米，二期将再拓
展约30000平方米。

此外，吴琦一行还走访了戴
森中国供应链中心、东锦饮品
（苏州）有限公司等企业。

区领导走访汾湖重点外资企业

积极营造优质服务环境

本报讯 （融媒记者颜贝
贝）昨天下午，七都镇“创新
有序”讲坛开讲，活动聚焦意
识形态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开展了以“筑牢意识形态
阵地 聚力助推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专题讲座。

本次讲坛活动特邀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区社科联主席沈
伟荣，为大家带来题为“用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奋斗力量”
的讲座。沈伟荣从为什么要重
视意识形态工作、科学把握意
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情况、严格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三方
面深入分析了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讲述了
意识形态工作对政党、国家、民
族的意义，并结合多个案例，讲
解了如何在工作中科学把握意

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各种情况。
随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吴惠华还为大家带来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讲座。

据了解，七都镇“创新有
序”讲坛围绕业务、技能提升等
方面，通过集中授课、互动交流
等方式，不断提升七都镇干部队
伍的综合能力和执行力。

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聚力助推乡村振兴

七都“创新有序”讲坛开讲

（上接01版）深刻把握公安姓党
这一根本政治属性，深刻把握新
时代公安工作的使命任务，深刻
把握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导
向，深刻把握公安工作创新发展
的动力方向，深刻把握新时代建
警治警的路线方针，使新时代公
安工作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确
保全区公安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锻造一支让党委政府
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过
硬公安队伍。

王庆华要求，全区公安机关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
新时代公安机关使命任务，不负
信任重托，扛起主责主业，努力
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坚持学深悟透和
见诸行动相统一，坚持依法维稳
与依法维权相统一，坚持打击犯
罪与公平正义相统一，坚持制度
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统一，坚持从
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统一，坚决

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安
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不断提
升新时代公安工作能力水平。

王庆华强调，公安工作使命
崇高、事业光荣，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全区各地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大力支持公安工作，加快
推动相关措施落地实施，工作上
要全力支持，保障上要坚决到
位，组织上要多加关心，为公安
机关依法履职提供更好条件、营
造最佳环境。

李铭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
统一思想认识，切实提升政治站
位；要严密落实措施，坚决打赢大
庆安保维稳硬仗；要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为加快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坚强保障。

会上，副区长、区公安局局
长李文斌汇报了今年以来公安工
作情况，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工作
汇报片。

为打造创新湖区建设乐居之城
夯实平安稳定的基层基础

（上接01版）执法检查组表
示，吴江属于典型的江南水
乡，河网密布，但仍是水质型
缺水城市，贯彻落实好 《条
例》要求，改善薄弱环节，推
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意义重大。执法检查组强调，
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 《条例》
实施的历史使命，从法律的角
度掌握节水条例实践的核心要

求，从吴江的态度明确节水条例
实施的现实担当，进一步推动
《条例》 在我区的深入贯彻实
施，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高效
集约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为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作出积极贡献。

执法检查前，区人大常委会
还就新修订的《条例》进行集中
学习。

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上接01版）希望你在部队能得
到锻炼，学业有成。”王燕红鼓
励着苏金中。“我会继续努力，
用实际行动回报政府和社会的关
心。”苏金中说。苏金中家住横
扇街道星字湾村，据了解，苏金
中父亲是视力四级残疾，平时开
残疾车做点生意，母亲平时打零
工，奶奶是肢体二级残疾，常年

需要照顾，家庭十分困难。
据了解，2011年，亨通慈

善基金会和区残联联合打造助残
“圆梦行动”服务品牌，帮助贫
困残疾人家庭实现梦想。9年
来，亨通慈善基金会对全区贫困
残疾人家庭捐赠基金400余万
元，残疾人精准扶贫成效居全省
前列。

帮助贫困残疾人家庭实现梦想

（上接01版）从保障消费者退卡
权利、执行15天无理由退卡、
依据法律规定合理设置违约金范
围、删除不合理格式条款等方
面，对各自提供预付式消费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改。

南通天和健身连锁加盟有限
公司虽派员参加江苏省消保委行
政约谈，但整改方案笼统模糊，并
无实质性内容，未能达到基本整改
要求，且态度消极，有无理由拖延
之嫌，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针对

上述情况，江苏省消保委将相关问
题转由行政主管部门立案处理。

据介绍，针对预付式消费投
诉处理过程中遭遇的痛点难点，
江苏省消保委将组织出台预付式
消费纠纷调处指引，指导江苏各
级消保委依法、合理处理预付式
消费纠纷，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
权。此外，还将探索建立第三方
资金监管机制和保证金制度，改
善预付卡资金安全仅仅靠商家自
身信用的“单保险”模式。

省消保委通报预付式消费调查专项整改情况

近日，记者在同里古镇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欣赏水乡美景，此外，还有一些孩子身着古装，拍照留念。 （何清摄）

古镇留念古镇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