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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智能快件箱
寄递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新规实施8天来，快递员擅自
将快递包裹放入快递柜的现象
是否得到改善？记者昨天就此
进行了调查。

10月 8日，家住龙庭锦
绣的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丰巢智
能柜发来的信息提示：您有一
个快递在丰巢柜里等您来取
哦。信息内容还包括快递公司
名称、运单号、快递员手机
号、取件地址。

“明明我在家，快递员本

来可以送进来的，但他们一直
图省事放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柜
里，甚至连个电话都不打。”
由于周女士现在还在休产假，
出门不是很方便，所以，周女
士对快递员擅自将物品投放在
快递柜内又不提前沟通的行为
表示了不满。

家住金域华府的张先生也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张先生
10月 3日在网上购买了一些
商品，平台预计次日就能送
达，但张先生并未接到任何快
递员的电话。一直到10月 5
日，张先生发现手机上有条未

阅读的快递柜取件短信通知，
他才知道快递已经在10月 4
日被快递员放入了小区的快递
柜，而此时张先生已在外度
假。三天后，张先生度假归
来，才最终取到了快递。

据悉，《管理办法》 规
定，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
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
得收件人同意。收件人不同意
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的，
快递企业应当按照快递服务合
同约定的地址提供投递服务。
寄件人交寄物品时指定智能快
件箱作为投递地址的除外。

按照《管理办法》，快递
员在没有征得收件人同意，擅
自向智能快件箱投放快件的行
为，已经违反了相关条例。记
者随机采访发现，有部分快递
员并不了解《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全部包裹都要做到门
对门投递，或者一一电话联
系，效率会减少至少一倍，而
且大部分市民都能理解我们，
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投诉的，
很多快递员就会直接忽略。”
一名快递员这么告诉记者。

虽然快递员擅自投放现象
依旧存在，但也有一些快递公

司早已提前实施《管理办法》。
顺丰速运吴江网点负责人表
示，公司会对新入职快递员进
行培训，要求他们只有电话通
知收件人并获得收件人允许，
才能将快递放在第三方智能快
递柜或者快递驿站，否则就必
须将快递送上门，公司也会不
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圆通速
递吴江网点客服人员也表示，
公司已经将《管理办法》相关
条例列为员工考核内容，对于
部分收件人投诉快递员擅自将
快递放入快递柜等情况，公司
会进行处罚和培训。

快递柜投放新规已实施

快递员是否能真正送货上门？
融媒记者 俞佳佳

本报讯（融媒记者邱纳）近
日，“最美夕阳红”退休人员书
画作品在吴江会议中心展出，全
面展示了我区退休人员创作的书
画作品，同时以微故事和展板的
形式，倾情演绎了新时代我区退
休人员中典型人物的生动事迹，
以此向新中国70华诞表达最美
好的祝福。

广大退休人员是祖国发展成
长的见证者、亲历者，在此次书
画作品展中，他们题诗作赋、挥
毫泼墨，创作了一件件主题鲜
明、感情深厚、艺术精湛的书
画作品。此次展览共展出退休
人员的佳作100幅和吴江书画
名家的精品9幅，这些作品题
材丰富，国画作品包括了花

鸟、山水、人物，或浓墨重彩
而古朴刚劲，或行云流水而气
势恢弘；书法作品五体皆备，
气韵生动。

参加此次活动的退休人员董
学良说：“老年朋友们将对党和祖
国的忠诚与激情凝于翰墨笔端，
用生动、丰富的艺术形式，纵情
讴歌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
的辉煌业绩，记录和反映了祖国
的沧桑巨变，既唱响了时代的主
旋律，又反映了日新月异的新生
活，展示了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
风采。”

本次活动由区人社局主办，
区退管中心承办，区书法家协
会、区美术家协会和各区镇人社
保障部门协办。

区人社局举办退休人员书画作品展

书画最美夕阳红

昨天下午，市民肖先生的银白色福特小轿车在鲈乡南路上爆胎，松陵交警中队铁骑队的
辅警丁涛执勤路过此地时，主动上前帮该车车主更换了轮胎，这一行为令驾驶员十分感动。
图为丁涛在更换车胎。 （何清摄）

依据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吴江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系统实施红黄牌警示管理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将第二十七批列入红黄牌警示的企业公布如下：

吴江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红黄牌警示拟新增挂牌企业名单（第二十七批）

苏州市吴江区应急管理局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

2019年10月9日

吴江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红黄牌警示摘牌企业名单

吴江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红黄牌警示转牌企业名单

苏州市吴江区应急管理局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

2019年10月9日

苏州市吴江区应急管理局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

2019年10月9日

本报讯（融媒记者冯秋月）近
日，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青
年读书节推荐人决赛如期举行，
来自不同岗位的10名党团青年
结合工作体会与读书感悟，通过
演讲，充分展示青年风采。

本次比赛以“我与祖国共奋
进——8 分钟读懂经典”为主
题。在推荐人声情并茂地讲述
中，《习近平讲故事》《平语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呐
喊》等经典书籍中的故事徐徐展
开，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进新
时代的青春主旋律。

据了解，比赛旨在在吴江开
发区营造浓厚的青年大学习氛
围，充分激发青年的学习热情和
工作干劲。最终，来自天和幼儿
园的教师王婷凭借出色的表现获
得一等奖。

吴江开发区举办读书节推荐人比赛

激发青年学习热情

本报讯（张俊 融媒记者
刘立平）“为祖国而努力学
习，为民族复兴而时刻准备
着。”近日，汾湖高级中学上
空，铮铮誓言回荡。当天，该
校开展“青春告白祖国，庆祝
70 华诞”主题活动，全校
1700多名学生立下学习誓言。

新学期以来，该校在抓好
文化教育的同时，重视党建带

“关建”，抓好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举办青春告白
祖国的主题活动，旨在激发广大
学生爱国、报国之情，展现当代
学生积极向上爱国奋斗的精神
风貌。”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

主题活动中，该校举行了
升旗仪式，全场师生齐唱国
歌；开展了70年辉煌成果、
家乡变化征文比赛；评选学习
之星、劳动之星、演讲之星
等；邀请汾湖高新区关工委

“五老讲师团”成员，为学生
讲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

汾湖高中开展“青春告白祖国”主题活动

立下誓言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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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排名不分先后）

吴江市一新建材有限公司

吴江市梅堰联合铸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利达铸钢有限公司

苏州市海芳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苏州泽鼎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必达涂装有限公司

苏州宏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经典钛金属加工厂

吴江市鸿志软管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煜招牌制作有限公司

苏州波特尼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进巨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永亿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峰宇喷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风明珠针织有限公司

苏州友腾塑料有限公司

苏州君宏通风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吴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勒夫迪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吴江宏通管业有限公司

苏州库卡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天衣喷织有限公司

苏州亿辰新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德尔佳木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祉宏纺织厂

吴江市振兴金属家具制品有限公
司

苏州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锦洺洗涤有限公司

吴江市恒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挂牌
等级

红牌

红牌

红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挂牌依据

第六条第二款第1项

第六条第二款第4项

第六条第二款第4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0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0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0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主要违反管理办法的情形

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建设项目未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擅自投入生产

建设项目未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擅自投入生产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的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未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现场管
理混乱、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突出

未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现场管
理混乱、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突出

未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现场管
理混乱、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突出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安监部门事前立案处罚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属地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平望镇

平望镇

吴江开发区

吴江开发区

吴江开发区

吴江开发区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吴江高新区（盛泽镇）

吴江高新区（盛泽镇）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七都镇

七都镇

桃源镇

桃源镇

震泽镇

震泽镇

震泽镇

平望镇

平望镇

平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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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排名不分先后）

苏州宝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荣良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北川塑业有限公司

苏州金古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荣建金属（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三汇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德梅斯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恩光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聚力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布同凡响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保钢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苏州祥俊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青盛纺织整理厂

吴江市菀坪顺达绕线器厂

苏州烽亚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快意机电有限公司

吴江市时立经编有限公司

吴江市冠都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尧都电梯配套厂

吴江区震泽镇天旺家私厂

吴江中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团博纺织有限公司

摘牌等级

黑名单

红牌

红牌

红牌

红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黄牌

摘牌依据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摘牌原因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核查符合摘牌条件

属地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七都镇

七都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

吴江高新区（盛泽镇）

吴江高新区（盛泽镇）

吴江高新区（盛泽镇）

吴江高新区（盛泽镇）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桃源镇

桃源镇

桃源镇

震泽镇

震泽镇

平望镇

平望镇

序号

1

2

3

企业名称（排名不分先后）

吴江市中凯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市毅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森杰木制品制造厂

转牌等级

转红牌

转红牌

转红牌

转牌依据

第七条

第七条

第七条

转牌原因

三个月内或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或未申请摘牌，予以红牌警示

三个月内或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或未申请摘牌，予以红牌警示

三个月内或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或未申请摘牌，予以红牌警示

属地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

七都镇

震泽镇

（上接01版）参加工作后，她又
在单位的党组织里担任职务。

说起自己的初心，徐静芸表
示在中学时就筑牢了信仰的根
基。高三那年，学校举办了一次党
史知识培训。之后她的内心就萌
发了入党的志愿，于是向学校党
组织递交了申请书。经过考察，徐
静芸刚满18周岁就被发展为共
产党员，成为吴江中学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第一个学生党员。

徐静芸对高考前的一件事记
忆犹新。快高考时，担任吴江中
学学生会主席的她从青春励志电
视剧《十七岁不哭》中得到启
发，请一个书法好的同学写了一
幅“气沉丹田”的作品，挂在教
学楼的走廊上，以此鼓励全体同
学专注备考勇往直前。徐静芸认
为，上进心和责任心是任何时
候、做任何事都需要的品质，只
要交给她的工作，她都会尽心尽
力做好。同时，她也擅长发现、
发挥他人的优势和价值，激发整
个团队拼搏精神，让大家为同一
个目的和梦想奋勇前进。

徐静芸携带着学生时代注入
的红色基因，在不同岗位发挥着
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徐静芸在快手科技公司担任
企业非公党组织副书记，与200
多名党员一起，在快手平台强化
主流思想引领，凝聚更强正能
量，同时邀请了越来越多政务号
和媒体号的入驻，使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播更加深入人心。
徐静芸身为这个海量平台的内容

“总管”，既要每天应对处理纷繁
的事务和突发未知的舆情，又要
上传下达，策划设计出民众喜闻
乐见的网络活动。

今年7月，一场以卡车司机
为主角的网红大会上，徐静芸作
为快手平台的代表在现场致辞
说：“这样的活动能丰富卡车司
机的业余生活，向社会展示更丰
富多元的卡友群体，也让有才能
的卡友被这个世界看到，激励他
们每一个人为了实现美好生活而
努力奋斗。”

一个专业 意外结缘传媒

1999年高考，徐静芸的第
一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
业，但阴差阳错，被第二志愿录
取，就读了北京广播学院（中国
传媒大学前身）的公共事业管理
（媒体管理方向）。就此，她与传
媒这个行业结了缘。

“这样算来，我已经来北京
20 年了。”徐静芸不禁感慨，

“因为本科时期成绩优异，连续3
年荣获‘中央三台’奖学金，同时
又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我被保
送了学校的研究生，攻读系统管
理工程。”徐静芸研究生毕业时，

“北广”已经更名为“中传”。
研究生毕业后，她在北京市

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了7年。之
后，因工作需要，她又先后到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
和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从事
媒体服务管理和新闻宣传工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
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是她最值得铭记的年份。“在国庆
阅兵式的现场，我有幸参与见证
了庆典活动全过程，并为所有国
内外的新闻媒体提供服务。”徐静
芸说，那段日子，为了保障大型庆
典活动的安全和顺利进行，加班
是常态，每天几乎都睡在办公室。

徐静芸也曾在北京日报社和
北京青年报社等单位挂职锻炼，
从事一线的时政新闻报道，过了
一把“记者瘾”。她认为，人生
就是不断尝试不断丰富自我的过
程，回想起来，徐静芸认为所有
的工作经历都是宝贵的人生经历
和闪光的精神财富。

一次抉择 迈入另一段人生

当所有人都认为徐静芸手捧
着“金饭碗”时，她偏偏选择了
离开。怀揣着“人生总要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平常心和对
实现自我价值依旧赤诚的心，
2017年，她将简历投到了万达
集团。当被很多人问到为何会有
这么大的勇气放弃体制内工作而
到企业去，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回
答：“我在党委机关、政府部
门、事业单位都工作过，唯独没
有去过企业。想趁自己还年轻，
增加一些人生经历。”

在大型企业从事了两年品牌
管理工作后，喜欢挑战自我的徐
静芸又转身投入了发展快速的互
联网高科技企业。“快手科技的
初心是用有温度的科技提升每个
人独特的幸福感，平等、真实、
向善。我喜欢这样的理念，这很
吸引我。”徐静芸对自己的抉择
没有一点后悔。她感言：“我希
望自己在任何人生阶段，都有说
改变就能改变的勇气和能力。”

成立于2011年的快手，是
中国目前最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之一。每天，有超过2亿网民在
快手平台上记录生活的点滴，
1500 万条视频上传到快手平
台，共同汇聚成当下人们工作和
生活的场景。这其中，徐静芸的
使命和职责，就是为这些真实、
新鲜和有用的视频内容提供更好
的传播支持，她认为，互联网企
业应该发挥自身优势，让党和国
家的声音、正能量内容在更多渠
道、更大范围创新性地传播。

快手目前原创短视频库存量
超过100亿条，记录了当下中国
亿万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也是
很好的新闻素材。徐静芸拥有多
年政府工作经历和企业公关工作
经验，她从内容传播的角度，主
导策划了“发现北京”“京彩创
新力”等城市文化网络传播活
动，她希望好的视频内容能更好
地反映普通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记录和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

人生旅程中勇气和能力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