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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明
娟）昨天，全省民营企业党组
织负责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培训示范班继续举行。
在专题讲座环节，亨通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受
邀，以“非公党建是两个健康
发展的主心骨”为题，与参训
人员交流探讨了新时代所需的
政商关系与企业家精神。

讲座中，崔根良结合亨通
集团发展实际，围绕“创业历
程，虽很艰辛却很有成就感；
创新之路，虽有风险但势在必
行；全球发展，虽有磨难但舞
台更广；制胜未来，时代呼唤
企业家精神”等四方面进行交
流。交流中，崔根良表示，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于企

业而言，就是要自律，做好“三守
一反”，即守法纪、守底线、守商
道、反贿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就是要让政府服务企业的同
时，更要监督企业，让社会监督企
业的同时，也要监督政府，打造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遵
守商业规则、商业道德，反贿赂、
反不正当竞争，推动企业依法经
营，维护市场公平秩序。

企业家精神决定着企业的发
展，崔根良以三句话与参训人员
共勉：新时代企业家，必须要做
到勤奋+学习+实践，这是成就
事业的基石；专注与坚持是通向
成功的必由之路；企业家要永怀
谦逊精神和担当责任。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斌
主持专题讲座。

崔根良在全省民营企业党组织负责人
培训示范班上作讲座

聚焦新时代
政商关系和企业家精神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昨
天，记者走进盛泽的一家纺织机
械企业车间，望着热火朝天的生
产场面，排满的生产任务单，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
年，他还在为缺钱发愁。“上月
初，我们刚拿到了建设银行‘小
微快贷’一笔贷款，对我来说这
是‘及时雨’，可以安心抓生产
了。”该负责人表示。

“没有资金运转，就无法接
单。因为公司今年建设新生产

线，已经把前些年赚的钱投进去
了。而今年的应收款都要年底或
明年到账，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生
产材料。没有房屋等抵押财产，
各银行都不敢贷款，只能对着订
单干瞪眼。多亏了吴江区纺织机
械商会牵线搭桥，拿到了建行为
企业量身定制的‘小微快贷’融
资产品，使企业发展空间更大、
底气更足。”该负责人说。

“企业急，我们也跟着急。”
今年6月初，吴江区纺织机械商

会会长侯景奎在走访时得知该企
业困境后，就帮助企业联系各银
行。侯景奎说，现在多数企业都
遇到短期流动性资金紧缺的难
题。服务企业发展本来就是商会
的重要职责，何况这家公司的产
品很有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市场
竞争力，“商会更要帮一把”。

建行盛泽支行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民
营企业融资难，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企
业对银行业务和服务不了解，不
知道怎么办理业务；另一方面，
银行对企业基本情况和需求也不
了解，不清楚该提供什么样的金

融产品。通过纺机商会牵线搭
桥，解决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
的“融资壁垒”问题，不仅解决
了企业难题，更宣传了银行品
牌。今后，建行将进一步与商会
等携手，将更多的金融“肥水”
引入民营企业的“田”。

据了解，区纺织机械商会自
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
展，坚持以提高商会发展质量
和服务会员为中心，抓好组织
建设和会员转型发展，为银企
双方开展常态化、精准化的有
效对接，为企业发展加油助
力，推动企业加强科技创新，
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通过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实现从制
造到创造的嬗变，从卖产品走向
卖服务、卖价值，争当细分行业
的冠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如
金斯达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一项

“水改气”技术创新，将喷水织
机变成喷气织机，不再排放一滴
污水；兄弟机械从零配件到纺织
机械整机，实现自主研发，有效
提升了纺织机械自主创新能力；
丰联纺机、书泰机械等不断完善
工艺，订单源源不断。目前会员
企业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也大大提升了商会的影响力、增
强了商会的凝聚力，展现了商会
情怀和格局。

民企喊“渴”商会银行联手“送水”
吴江区纺织机械商会助力企业破解融资困局

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明
娟） 9日，伴随挖机的阵阵响
声，平望镇三官桥村的一处约
500 平方米的违建被夷为平
地，这是该镇三治办“攻坚部
队”今年“啃”下的又一根

“硬骨头”。
据悉，该处违章建筑位于

三官桥村村委会附近，房东将
其对外出租后，租客将其作为
木制品加工场地。今年年初，
该处被确定为“三治”点位。

在后续多次沟通协调中，房东
完成签约，承诺5月底前完成
搬迁。然而，由于房子租期未
到，房东与租客间没有达成协
议，租客迟迟不肯搬离。

“后续，我们又多次上
门，告知其中利弊，督促其配
合我们主动搬离。”平望镇三
治办工作人员吕君介绍，本着
兼顾人性执法和从严执法，三
治办及三官桥村工作人员做了
诸多工作，但收效甚微，鉴于

此，三治办会同综合执法、污防
攻坚办等部门，对该处“三治”
点位开展了联合执法。

据介绍，今年以来，平望
镇突出“三点聚力”，吹响决
胜“三治”攻坚战冲锋号。首
先是聚力难点抓突破，对整治
中的“中梗阻”，每周开展联
合会办，采取污水切管、断水
断电等手段，实现迅速突破，
同时提前协调人员安置、施工
安全等问题，确保消除不稳定

因素；其次是聚力节点抓进度，
瞄准全年2050亩“三治”任务

“靶心”，紧扣时间节点，开展集
中攻坚冲刺行动，实施分组包干
制度，领导班子下沉一线，既当“指
挥员”，又当“战斗员”；最后是聚力
亮点抓创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配强“三治”行动支部力
量，制定行政审批、网格治理

“黑名单”，从前道服务和后道监
督双向施压，倒逼“三治”对象
主动配合治理。

抓难点求突破 抓节点求进度 抓亮点求创新

平望镇“三点聚力”攻坚“三治”

本报讯 （融媒记者李裕
强）昨天下午，吴江图书馆第
一期“风暴实验室”活动举
行，围绕“毛细现象”，通过
现场科学小实验，寓教于乐让
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科学知
识。

活动现场，讲课老师播放
“科普实验”相关介绍视频，
详细讲解“毛细现象”的实验
理论知识和原理，并通过趣味
问答进行互动。“彩虹桥”“叫
醒蚕宝宝”等科学实验也勾起
了现场小朋友的兴趣。

吴江图书馆开展“风暴实验
室”系列活动，旨在通过亲自动
手操作，引导小朋友观察、分析
各种科学现象，培养小朋友探究
科学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增强
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共有20组家长和孩子参加
了这次活动，我们希望通过此类
活动增强孩子的创新思维，也提
供开展亲子活动的平台。”吴江
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杨振宁
表示，今后，吴江图书馆还将继
续围绕不同的主题举办“风暴实
验室”系列活动。

吴江图书馆举行“风暴实验室”活动

寓教于乐培养实践创新能力

昨天上午，2019 年汾湖高新区“人才杯”羽毛球 （团
体）比赛在汾湖实验小学举行，来自汾湖高新区各企事业单
位的12支队伍参赛。此次比赛由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部分
组成，总共奉献22场精彩对决。

据了解，举办此次比赛的目的是为汾湖高新区企事业单
位创造一个交流切磋羽毛球技术的平台，进一步丰富其业余
文体生活。

（李裕强摄）

谁“羽”争锋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东升）
12月13日上午，苏州君盟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安
娜来到区政务服务大厅投资建设
区，办完最后一道手续并领取了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从立项用
地、规划许可到办好施工许可证，
只用了20多天。近日，区政府印
发有关文件，就一般工业建设项

目施工许可审批30天内完成明
确规范化要求，“1330”中的“30”
今后将成为常态和“必须”。

王安娜告诉记者，以前办理
施工许可证要经过项目备案、勘
察、规划许可、审图等多个环
节，如果每个流程都要跑部门，
要50天左右才能完成，现在这
些都可以在省、市投资建设平台

里实现“网上申报”，同时一窗
受理简化了流程，速度也快了很
多。近日，区政府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办公室印发《吴江区工业建设项
目施工许可“30”天完成实施意
见》的通知，明确相关部门审批的
时限，以最大限度简化施工许可
审批，全面实现一般工业建设项
目施工许可全流程30天内完成。

区行政审批局投资建设审批
科负责人山宏林介绍，我区就

“30”构建了规范统一的审批服
务体系，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减

少申请材料，按照“能并不串”的
原则，将勘察设计报告审查和施
工图设计文件、工程规划许可和
人防审批事项、质量监督和安全
监督等合并办理，将管理内容相
近或属于同一阶段办理的多个审
批事项进行整合，实行“一表申
请、一窗受理、合并办理”。

为保证“30”目标的实现，区
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将环境影响
评价、节能评价、文物资源评估等
评估评价，和取水许可、建设项目
的临时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等事项
调整到开工前完成，不再作为施

工前各项行政审批的前置条件。将
供水、供电、燃气等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提前到开工前办理，消防、人
防、工程施工图审查等实现“多审
合一”，压缩审批时限。山宏林介
绍，我区已将“30”时间节点要
求分解到各个事项和各个部门，
在审批时序上积极做好调整，还
构建区镇无差别、标准化、集成
化工作模式，链式赋权区镇，继
续推进事项集中下沉，实现就地就
近办理，打造最高标准、最高水平
的营商环境，体现了“放管服”改
革的吴江特色和吴江智慧。

网上办 联合审 集中批 不见面

一般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30天完成

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回归大会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8日至20日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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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就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五部门有关负责人

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有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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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敦促英国

尽快“脱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