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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颜贝
贝）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总工会主席温祥华调
研吴江网上工会和实名制数据
库建设情况。区委副书记王燕
红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区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汇报了吴江网上工会和
实名制数据库建设情况。区总
工会于2016年 2月全面启动
会员实名制信息采集工作，截

至目前，入库会员信息37.3万
条，6项齐全的信息27.8万条，
构建了以实名制会员信息管理平
台为依托，线上工会服务频道、
线下“工会服务卡”为载体的工
会普惠服务体系。

温祥华听取汇报后表示，吴
江区总工会非常重视职工文化建
设，在职工帮扶和教育培训等方
面做得很好很实。

（下转02版）

不断完善实名制数据库建设
市领导调研吴江工会建设情况

本报讯（融媒记者张婷）昨
天上午，苏州市吴江区劳动模范
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赵勤
妹当选会长。区委副书记王燕红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第二届
理事工作报告。截至今年7月，
全区现有劳模先进1422人。其

中全国劳模5人，省部级劳模
（含享受待遇）167人，市级劳
模（含享受待遇）298人，区级劳
模（含享受待遇）846人；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者10人（含省部级劳
模7人、市级劳模1人），省五一
劳动（荣誉）奖章者14人，市五一
劳动奖章者90人。

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重点是

强化思想引领，弘扬劳模精神，
生动诠释劳动光荣、知识崇高、
创造伟大的价值追求，充分展现
新时代劳模先进的崭新风貌；紧
紧围绕区总工会的中心工作，坚
持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和劳模工作
一盘棋意识，形成整体推进的工
作合力；规范工作流程，关心关
爱劳模，严格按照标准、程序落

实劳模服务各项工作，推动全社
会形成尊重劳模的良好风尚。

王燕红强调，劳模协会作为
联系劳模和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要进一步发挥好引领示
范作用，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为推动吴
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合力奋斗。

王燕红要求，一要提高站位，
围绕中心，积极引领劳模建功立
业；二要与时俱进，探索创新，着力
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三要健全制
度，完善机制，不断加强协会的自
身建设，不断提升劳模协会的凝聚
力、影响力，为推动吴江高质量发
展，打造“创新湖区”、建设“乐居之
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展现新时代劳模新风采
吴江区劳模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融媒记者周成瑜）昨天下
午，十三届区委常委会召开第八十三次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区今
年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区委书
记王庆华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王燕红、
乐江、王益冰、徐晓枫、范建龙、刘
伟、杨斌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金明、区政协主席李斌等列席会议。

王庆华首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他指出，全区上下特别是各

区级机关部门要结合即将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学习贯
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堂“必修
课”，全面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切实抓
好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教育，不断增强
做到“两个维护”的理性认同、情感认
同，提高坚决维护的定力和能力。

王庆华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
大历史契机，紧紧围绕“打造‘创新湖
区’、建设‘乐居之城’”这个中心大
局，扎实推进全区72个“党建引领长
三角一体化”书记项目，持续深化组织
力标准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构建
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党建新格局，真正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党建活
力转化为发展活力。

王庆华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和经济工作时的讲话精神。他要求，全
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
来，科学研判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
势，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
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
攻坚克难，围绕打造“创新湖区”、建设

“乐居之城”，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断
增强经济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科学性

和效益性，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
动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会上，区统计局、发改委、工信局、商务
局、财政局以及各区镇分别就1至7月经
济运行情况作了汇报。在详细听取汇报后，
王庆华强调，要正视矛盾、困难和问题，树
立好发展信心，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要提
升精气神，顶住压力保持稳中求进态势；要
抓好新项目的招引以及在建项目进度，促
进项目早日投产见效；要加快转型，拓展下
一步的发展空间，做好对上争取、“三优三
保”等工作；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
企业走访，做好企业的服务沟通工作。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

十三届区委常委会召开第八十三次会议

构建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党建新格局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昨天，市
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来吴江专题调研长
三角一体化工作推进及挂钩重点项目情
况。李亚平强调，要坚持念好“高”

“抢”“谋”“实”四字诀，以“一体化”
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在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推进中高质量做好自己的事，体
现出吴江担当。区领导王庆华、范建龙、
吴琦等先后陪同调研。

李亚平一行首先来到京东方智造服务
产业园项目，详细听取项目进展情况。

“预计何时投产”“贸易摩擦对企业是否造
成影响”“项目推进中，有什么需要政府
协调解决的”……李亚平深入厂区，对项
目推进情况进行事无巨细的了解。他说，
在投产前这段过渡时期，企业要做好各项
衔接准备工作，完善配套设施，全面保证
项目按期顺利投产。

随后，李亚平一行赶赴英诺赛科（苏
州）半导体有限公司。英诺赛科是中国氮
化镓外延与芯片生产的领军企业，在了解
到企业半导体芯片项目主厂房将于本月29
日封顶，年底前可完成设备引进时，李亚
平表示很欣慰。李亚平说，企业落户汾湖
后，推进步伐快速，基于企业具备世界一
流的领先技术，产品在业内具有明显竞争
优势，相信一定能拥有广阔的市场。

康力大道东延工程西起汾湖大道和康
力大道交叉口，向东跨越省界元荡河后与
上海青浦区东航路对接，李亚平来到西起
点处，听取项目当前工程进度、存在困难，
要求按照时间节点，将其建成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道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民生工程。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亚平详细
听取吴江在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方面的
情况。区委书记王庆华介绍，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对吴江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
战。今年以来，区委、区政府以及各部门
积极与青浦、嘉善进行对接、交流，开展
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吴江也立足自身
实际，加快土地空间腾挪，为优质资源的
导入筑牢坚实基础。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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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施金燕 融媒记
者徐东升） 8月 20日，中国
—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
式实施，吴江海关为苏州环林
科贸有限公司签发了吴江关区
首份新版原产地证，该公司出
口产品为稀土稳定剂、PVC
润滑剂，签证金额3.87万美
元，企业凭此证在越南清关时

可享受税收减免 8700 元人民
币。据吴江海关统计，升级首
日，吴江辖区共签发“升级版”
原产地证29份，签证金额87.9
万美元，可为吴江出口企业减免
关税30万元人民币。

据吴江海关关税科科长张艇
介绍，为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
往来，海关总署制定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项下经修订的进出口
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从8月
20 日起执行。与旧版协定相
比，“升级版”原产地证对原产
地标准和填制要求进行了优化和
完善，为企业利用中国—东盟自
贸协定优惠政策提供更多便利。

据了解，“升级版”原产地
证允许生产商自行申请，不再局
限于由贸易公司作为申请主体来
申领证书。对使用中国—东盟自
贸区项下原产材料生产的工业品
或加工制成品新增了原产地标准

“PE”，完全生产或获得的初级
产品仍沿用“WO”的标准，

（下转02版）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实施

吴江企业首日享关税减免30万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李裕
强）昨天，江苏亨通电力电缆
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顺利通过
全区“百千万”工程百家示范
企业评审验收。这些示范企业
将为全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区安委办、区应急管理局
“百千万”工程专家组在现场
检查过程中，先后对这些企业

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
运行情况等进行逐项检查。

在随后的汇报中，各企业分
别阐述了各自的安全生产应急预
案、应急管理，以及员工安全培
训、委外作业等方面的内容。江
苏亨通电力特种导线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在汇报中介绍，除安全
责任管理、安全文化建设、双体
系建设以及安全类活动和培训以

外，该公司还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工作，推出工厂手机智能联网
APP，能实现主动预警，并且及
时推送数据。该公司的智能化改
造着重做好维保和安全技术防
控，循环水冷却塔等设备可进行
在线故障预警。

据悉，“百千万”工程自去
年6月启动，目前已进行到第三
阶段巩固提高阶段。该工程的目
标是，在全区安全生产优秀企业

中创建100家安全生产示范企
业，在示范企业中全面建立双重
预防机制，使其全面达到安全生
产二级标准化水平；规模以上企
业全部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
以上，提升企业总数达1000家
以上；强化对全区10000家以
上小微企业的指导服务，加强小
微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使其全部
达到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水
平。

5家“百千万”工程示范企业通过验收
引领全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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