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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周成
瑜） 11月 6日，上海青浦的
企业家李杨在青浦提交了营业
执照办理申请，想在吴江汾湖
成立一家贸易公司。通过长三
角“一网通办”专窗，隔天，
他就在汾湖行政服务中心拿到
了营业执照，这也是汾湖发放
的首张长三角“一网通办”营
业执照。

“真的太便捷了，原本以
为要来回跑好几趟，没想到一

次就搞定了。”李杨告诉记
者，因为看中汾湖的区位和营
商环境，此前他已经在汾湖成
立了一家金属制品公司，这次
由于业务需要得再成立一家贸
易公司。听说如今长三角地区
已实现“一网通办”，人在青
浦的李杨便携带材料前往了当
地的行政审批部门进行申请，
令他感到惊喜的是，仅一个工
作日，营业执照就发放下来
了。

区行政审批局市场准入审
批科副科长田益锋介绍，长三
角“一网通办”专窗自今年5
月正式开通运行以来，目前可
受理51个通办事项，其中包
括30项企业服务事项和21项
个人服务事项，涉及市场准
入、民政、社保、税务、档案
等方面。比如企业要办理汾湖
的营业执照，在青浦、嘉善的
专窗递交相关申请材料并扫描
上传后，汾湖的专窗就能够通

过 G60 长三角“一网通办”
系统实时接收到材料，并迅速
完成预审，审批办理结果直接
反馈至申请人，实现线上“一
地认证、全网通办”、线下

“收受分离、异地可办”，为企
业节省了时间成本。“后续，
我们还将在企业变更、注销等
方面的服务上继续推进，为企
业带去更多便利。”田益锋说。

据悉，今年 8 月 23 日，
青浦、吴江、嘉善三地签署了

市场准入合作备忘录，内容包
括实行跨区通办、一网通办、
证照联办、住所改革、新兴产
业目录、住所负面清单等10项
举措。三地承诺将推进实施

“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
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
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
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
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
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
工程。

汾湖颁发首张长三角“一网通办”营业执照

申请到发放仅需一个工作日

这两天，苏州信越聚合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越聚
合”）党总支的党员们正忙着
在“百草园”内种植油菜，期
待来年的丰收。

今年3月，信越聚合党总
支主动“请缨”，承包了面积
约600平方米的绿化带作为党
员活动的室外基地，并取名为

“百草园”。该基地主要种植樱
花、油菜花、凌霄花、海棠
花、向日葵、辣椒、冬瓜等，
每月由管理支部、生产支部、
技术品保支部等三个支部利用
非工作时间轮流除草、浇水、
施肥、捡垃圾，不仅美化了企
业环境、降低了企业的管理费
用，还迎合了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建设的新要求。

“信越聚合党总支共有党
员75名，且覆盖面很广，几
乎每个部门的主管人员都是党
员。在他们的带领下，每个部

门都发挥着党组织的模范作
用。”信越聚合党总支书记叶
向红介绍，2012年，信越聚
合党总支以“党旗在外企高
扬”为主题，建立了自己的党
建品牌，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
作，在行政领导上当好“核
心”，在决策发展上当好“参
谋”，在生产经营中当好“督
察”，在内部管理上当好“后
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
和创造性，切实增强了企业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
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信越聚合成立于 1993
年。2015年，信越聚合由中
日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
目前共有员工1300多名，主
要生产硅橡胶系列产品，包括
新型电子元器件、多层挠性板
等，原来主要用在笔记本电脑
和手机上，随着产品的更新换
代，现在主要用在汽车上。

信越聚合的党员们在工作中
勤勤恳恳、争当表率，在生活中
活动丰富、多姿多彩。正如信越
聚合党总支的支部工作方针所写
的——“像蜜蜂一样工作，像蝴
蝶一样生活。”

每年年底，别的企业忙着做
年终总结时，信越聚合党总支还
有另外一项工作——制定第二年
的党员活动计划及预算。“新一
年退休人员茶话会、芦墟敬老院
送温暖活动、病退员工慰问活
动、党员外出交流活动等，每年
我们党员活动的费用都超过了4
万元，经费足、活动多，这也是
我们党建品牌的一大特色。”叶
向红告诉记者，近年来，江西庐
山、浙江舟山、山东泰山、嘉兴
南湖等地都出现过信越聚合党员
队伍的身影。此外，吴江范围内
的同里古镇、芦墟敬老院等地也
经常可以看到信越聚合的党员开
展活动。

今年9月，信越聚合党总支
更是在一天之内去了新友花苑、
欧普照明、乌镇等三个地点，开
展重温入党誓词、党建交流活动
以及交流学习活动，行程满满，

也让党员们觉得收获满满。
先锋基层党组织、先进基层

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示范
点……在信越聚合的党建活动
室，记者看到了一面荣誉墙，墙
上的奖牌引人注目。在这个300
平方米左右的党建活动室内，信
越聚合党总支开展了各种各样的
活动，每次活动党员们的参与率
都高达90%左右。浓厚氛围的
营造不仅让党员倍感光荣，也使
得未能入党的员工羡慕不已。据
叶向红介绍，目前有20多名员
工书写了入党申请书，正在努力
向党组织靠拢。

而门口的光荣榜上，几位标
记着党徽的优秀员工格外引人注
目。“我们在光荣榜上，为上榜
的党员标记上党徽，给党员以

‘亮身份’的光荣感，激励他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时也鼓
励其他员工力争上游、争先进
位。”信越聚合党总支副书记孙
霞芬说。

除了定期学习党的理论知
识、提高党员知识素养、举行
各项活动外，信越聚合党总支
还深入群众，定期组织看望公

司困难职工。“谢谢你们来慰问
走访，我真的万分感激，我的心
里甜滋滋的，虽然病魔缠身、身
心疲乏，但你们的到来让我感
到有了新的生机……”今年年
初，退休员工陆锡生给信越聚
合党总支写了一封感谢信，感
谢党总支的关心和照顾，在他
看来，是党总支的关怀，给了
自己坚强活下去的勇气。据叶
向红回忆，慰问陆锡生的当
天，陆锡生很激动，早早地就在
家门口等候，一同前去的党员都
觉得十分感动。

此外，信越聚合还积极开展
各项创新改善活动，提高公司效
益，增强党支部在公司的作用。
今年5月，由于公司订单量大量
增加，在人员未能招聘到位的情
况下，党总支组织党员全力支援
生产，确保公司正常的生产进
度。“在新的征程中，信越聚合党
总支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着
力激发党员活力和创造力，让党
组织和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和文
化建设中发挥主阵地、主力军作
用，努力打造日资企业非公党建
的示范样板。”叶向红说。

像蜜蜂一样工作 像蝴蝶一样生活

信越聚合打造非公党建示范样板
融媒记者 史韫倩

80 后的童年是什么样子
的？听上去像是有点久远的事
情了。

我们这一代芦墟人，童年都
写过《登云桥》《观音桥》的作文，
童年都吃着眼镜肉串和大块头
馄饨，童年都去人民桥边上的百
货商店或者是新建里，再或是后
河头买过衣服鞋子……

这个童年，是二三十年前
了，但其实还在今天。

芦墟老街，是一个神奇的
地方。

神奇在于，这个地方，仿
佛时间流逝与她无关……

观音桥、登云桥还在那里
屹立，看着我们从嬉笑打闹的
娃娃变为人父人母。带着孩

子，指着这桥，说，这就是妈妈
小时候和小伙伴天天要走的桥，
桥上石缝里长有一棵石榴树，小
时候大家无数次地在作文里赞美
过树的顽强生命力呢。

眼镜肉串店小时候是在观音
桥边出摊的，而今开在了离老街
不远的店面房里。味道还是那个
味道，价格还是那么亲民。之所

以称“眼镜肉串”，是当年的老
板戴着副眼镜，而今开店炸串的
是老板的女儿，也戴着副眼镜，

“眼镜肉串”依然名副其实。
老街上还有一幢小楼，叫

“大庆楼”。在上世纪 80 年代，
它是镇上不多的酒店之一，父母
的婚宴就摆在这里。如今，父母
每年结婚纪念日都要去老街走

走，看看这幢小楼，那斑驳的墙
面提醒着人们时间的流逝和时间
带来的情感沉淀。

家乡待我，何等优渥，不管
年纪多大，不管去往何方，老街
一直在那，等着我们随时回到她
的怀抱，等着我们去捡拾最美的
时光，以至于岁月匆匆，却不足
为憾。

童年，不止在回忆里
赵凯斐

本报讯（李倢 融媒记者陈
晓思思）“同学们都知道大禹治
水的故事吧，那你们知道大禹治
水和税收有什么关系吗？” 11
月15日，吴江区税务局走进汾
湖实验小学，给“红领巾”们上
了一堂既风趣幽默又浅显易懂的
《与税共成长、梦想更飞扬》的
青少年税法宣传主题课，同时也
是一堂帮助少年儿童认识税收、
了解税收，从小培养税收法治观
念的税收普法课。

学校报告厅里座无虚席，同
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税收知识的
种子悄悄播进了少年们心中，

“税务蓝”在“红领巾”的围绕
下更显生动。

从大禹治水讲起，税的起源
让同学们对税收有了一个最初印
象，随后通过活泼有趣的动画视
频，同学们了解了税的“前世今
生”，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契
税、增值税、烟叶税……18个
税种一一“现身登场”。时间一
分分过去，课堂氛围也越来越热

烈，同学们看着大屏幕上简单有
趣的插图和事例，提问一个接着
一个，纷纷打开了话匣子：“烟
叶税，是不是针对香烟收的
税？”“我叔叔开公司的话，是不
是就要交企业所得税啦？”“发票
这么重要，以后吃饭买东西我一
定提醒爸妈要发票。”

提问过后，大屏幕上又闪现
出国庆大阅兵、航天飞船、高铁
和谐号的一系列照片，场景宏
大，同学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听
着税务工作人员细细讲解税收是
如何被用到军队国防、基础建
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
卫生中去的。“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认知被
悄悄传入孩子们的脑海中，依法
纳税的基本观念深深扎根于孩子
们的价值观中。税务工作人员还
讲解了税收热点“减税降费”，
希望以每一位青少年为辐射点，
扩大“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范
围，让每一户家庭了解到最新税
收政策。

与税共成长 梦想更飞扬

税法宣传走进汾湖校园

本报讯（融媒记者史韫倩）
11月26日下午，吴江区“家长
沙龙”暨苏州市家庭教育名师工
作室研讨活动在汾湖实验初中举
行，来自吴江区不同中小学校的
德育骨干教师在初一年级八个班
级同时开设主题班会，给学生带
来了友善、感恩、责任、勤劳、
进取、悦读等主题教育。

在随后开展的“家长沙龙”
活动中，教师和家长们围绕七年
级孩子容易出现的阶段性、特征
性问题展开话题讨论。“这些问
题是学校德育处对360多位家长
进行问卷调查后归类整理的，针

对性极强。”汾湖实验初中副校
长张道致告诉记者，来自苏州市
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团队和

“育无疆家长讲堂”志愿服务团队
现场为家长答疑解惑、支招献策，
来自家长群体的经验之谈也很
有建设性，针对共性问题都提供
了很好的解决办法，一个多小时
的沙龙活动针对性、实效性极强。

随后，来自苏州、吴江的德
育专家为家长们开设了家庭教育
微讲座。据张道致介绍，学校将
不断提升办学成绩，提高家校合
育水平，努力写好“教书育人”
的篇章。

提升办学成绩 开展家校合育

汾湖实验初中
举办家长沙龙活动

本报讯 （融媒记者陈晓思
思）“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
发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践行
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近日，元
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了第
二季元荡村 “衣路有你”爱心
捐衣活动，辖区内的党员、青年
志愿者和假日学校的孩子们共同
参与其中，用实际行动响应新时
代文明实践号召。

本次活动，经过前期宣传和
党员干部的积极响应，辖区内爱
心人士的广泛参与，大家纷纷捐
出了家中的闲置衣物。元荡村党
员任其兴拎着两大袋衣物说：

“这些衣服质量都很好，扔了可
惜，要是能帮助贫困地区的居
民，也是物超所值了。”同时，

元荡村假日学校的学生们在收到
捐衣倡议书后也踊跃参与，等不
及周六开课，就“小手拉大手”
带着父母前来登记捐衣物。大家
都希望能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
给山区的孩子带去温暖。

短短一周时间，元荡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累计收到衣物300
余件。志愿者们分工有序，将收
到的衣物进行消毒、筛检、叠放
和打包。之后这些爱心衣物将会
被送往云南山区，由当地志愿者
分发给山区有需要的人们。

通过此次爱心捐衣活动，元
荡村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大大激发了党员和村民以
实际行动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
心的热情。

“衣路有你” 爱心传递

元荡村为贫困山区捐献衣物

□ 基层快讯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杨文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并坚持常态化。近日，党员志愿者走访慰
问了村里的高龄老人，并向他们赠送了食用油。

（思思文 吴金度摄）

慰问老人慰问老人

“ 春 种 一 粒 粟 ， 秋 收 万 颗
子。”进入 11 月以来，农村一片
秋收的忙碌景象。一片片金黄色
的稻田，经过农业现代化机械的
收割，高效生产出成品大米，农
民用笑容迎接土地的馈赠。图为
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 一处农田
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思思摄）

收
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