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综合 04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责编：陈晓思思 排版：孙 莺 校对：沈志强

坚持人民至上，送“苗”上
门，走村入户，暖心举措让每一
次守候更有温度；坚持党建引
领，流动小车，暖心驿站，用一
颗颗炽热的红心服务着群众；坚
持问题导向，助企纾困，保障生
产，始终想企业所想、所需、所
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连日来，盛泽镇坚持防疫
情、稳生产、保发展，用有力度、
有温度的各项举措，赢得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凝聚起了
发展向前的强大合力。群众诉求
与务实举措的“双向奔赴”，让冬
日的盛泽处处涌动着融融暖意。

线上听民意
线下解民忧

服务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我们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接
种车就开到了社区，医护人员还
说了很多注意事项，真的太感谢

你们了！”近日，盛泽镇新冠疫苗
流动接种车开到了桥北社区，王
老伯在家人的搀扶下完成了疫苗
接种，并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

近期，盛泽镇积极推进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组建“流动接种服务队
伍”，走村入户对高龄老人、行
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人群采取送

“苗”上门的服务模式。对于部
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安排专车
接送，给予老人满满的安全感。

不仅送“苗”上门，盛泽镇
各村 （社区） 还充分利用微信
群、小喇叭、手机短信等形式做
好宣传解释工作，分组下沉一
线，实时了解群众的困难，做到
线上听民意，线下解民忧。

党建引领新业态
“暖蜂驿站”走新更走心

在G1522盛泽出口，停放

着一辆印有“海棠花红”标识的
小车，车上整齐摆放着矿泉水、
小面包、移动电源等物品，这是
盛泽镇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特
别为货车司机推出的“暖蜂流动
驿站”。

“我们每天在路上跑，有时候
真想缓一缓，喝口水。‘暖蜂流动
驿站’免费给我们提供饮用水、充
电服务，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
了温暖。”货运司机李师傅说。

“暖蜂流动驿站”的补给，
让步履匆匆的“骑士”们萌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和
安全感。

除了“暖蜂流动驿站”，盛
泽镇多措并举，定期开展货运司
乘人员免费集中核酸检测专场；
为运输防疫物资和其他民生保障
重点物资的货车开设物流绿色通
道；党群服务中心配备空调、微
波炉、饮水机、应急药箱等设施
设备，免费为司机们提供餐饮、
休息、如厕的场地，通过这些实

在的举措，给予新就业群体踏实
工作和奋斗的定心。

扎牢织密防控网
助企纾困稳生产

“王经理，今天做核酸了
吗？”“做了做了，每天你们都会
提醒我，我们必须配合工作
呀！”“有啥困难及时跟我们
说！”“好的，谢谢你们。”……

这些天，在盛泽经营一家超
市的个体户小王都会收到很多温
馨提示，这让他感受到特殊时期
的关怀，大家只要团结一心，就
没有过不去的坎。

近日，盛泽镇经发局联合
镇财政局、镇行政审批局组成
38个企业防控督查小组，每天
对不少于160家工业企业和5家
重点商贸单位进行实地走访，
督促企业核酸检测做到“应检
尽检”。

一次次走访，一声声问候，让
绸都多了一份温暖，更加坚定了企
业家克服困难、发展向前的信心和
决心。

“好的，再和我一起到车间看一
下……”昨天，工作人员小李来到
一家纺织公司，与企业负责人一同
进入生产车间，实地检查员工工作
时是否按规定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

“作为管理人员，一定要时刻提
醒员工戴好口罩、保持好间距，进
出厂房扫描‘场所码’，外出时要做
好报备工作，不能因为在企业内部
就放松警惕，要持续有效地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正常生产。”
小李说。

连日来，盛泽镇加大走访督查
指导服务力度，帮助企业协调解决
各类生产经营困难，全力服务企
业，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收好今年尾、开好
明年局”凝聚强大合力。

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

盛泽镇以暖心服务聚合力稳生产保发展
融媒记者 沈佳丽 郗小骥

本报讯 （融媒记者陈军）
“我要衷心感谢平望镇综合行政
执法局全体人员，因为有你们
的付出，城市才变得井然有
序，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和谐。”
昨天，记者从平望镇综合行政
执法局了解到，家住平望镇寺
浜路12号的八旬老人钱耿灵寄
来了一封《感谢信》，老人亲笔
写信感谢这支雷厉风行的执法
队伍，及时解决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问题，让文明新风浸
润万家。

记者了解到，今年88岁的
钱耿灵由于多年前突发高血压导
致中风，现如今只能靠拄拐杖行

走。家门口的人行道是他每天上
午和下午出门锻炼身体的必经之
路。

“最近一个月，由于横港路
和区中医医院职工停车场门口附
近均在施工，一些车辆驶入寺浜
路，甚至有的直接停在了人行道
上。”钱耿灵说，这对他的出行
造成了极大不便，拍照取证后的
他原本想要通过“12345”热线
投诉，转念一想倒不如直接找执
法队员更加迅捷。

收到诉求后，执法队员范智
峰很快来到了现场，并立即联系
车主移车，对车主进行了劝导和
教育。看到执法队员短时间内就

完成了处理，钱耿灵感到无比暖
心和开心。同时，范智峰也向钱
耿灵了解了近期的路况特点，并
向上汇报，决定对该区域加大巡
查执法力度，及时劝离违停车
辆，处置违停现象，保障像钱耿
灵这样的老年人安全出行。

无独有偶，由于邻近平望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吴江区中医医
院、平望时代广场等场所，螽斯
港路以前是违停的“重灾区”，
一些办事车主图省事，随意把车
临停在路边便“扬长而去”，使
得原本就不宽阔的道路变得更加
拥堵。

于是，平望镇一方面在推动

收费备案后，对该路段实施分时
段收费；另一方面，通过定人定
岗，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一套

“组合拳”打下来，现在的螽斯
港路无论路面还是人行道，已没
有往日车辆“横七竖八”的景
象，附近有居民甚至半开玩笑
道：“出门再也不用‘考验’车
技了。”

在加大对机动车人行道板违
停整治力度的同时，平望镇综合
行政执法局针对镇区非机动车不
文明停放、不规范停放等行为开
展常态化整治，进一步改善市容
市貌环境，规范道路交通秩序，
维护城市文明形象。

“针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我们
每天有专人巡查，专人拖车，拖车
前也会通知周边商户，做好告知义
务，目的是希望居民朋友能共同维
护市容环境，做到文明出行。”平望
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戴艺介
绍，他们协同相关部门按照“应划
尽划”的原则，加大停车资源挖掘
力度。今年以来，累计施划非机动
车位框425处，覆新非机动车位框
283处，多措并举维持全镇文明停
车新秩序。

平望多措并举维持停车秩序

八旬老人手写《感谢信》点赞城市文明新形象
本报讯（融媒记者谈悦婷）

11月14日晚5点半左右，盛泽
交警中队辅警盛学能在路口执勤
时，有一市民跑来求助。原来，梁
先生路过环湖路西白漾河时，听
到河里有“扑通扑通”的声音，查
看后发现河里竟然有一个人。

“当时我跑到河边查看，落
水老人在水中喊叫、挣扎，我通
过对讲机呼叫增援，并立即脱掉
装备，在两名群众的帮助下下水
救援。因为我不会游泳，当时心
里还是很忐忑的。”盛学能说。

时间就是生命。“把手给
我！”不会游泳的盛学能在观察
了河岸边的情况后，二话不说就
沿着河岸跳到水中，紧紧拽住老

人衣服，将其拖至岸边，但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无法将老
人拉上岸。好在附近的民警很快
赶到现场，盛学能从水里托起老
人，其他救援人员在岸边向上
拉，众人合力将老人成功救起。

经了解，该落水老人年过七
旬。事发前老人独自出门散心，
路过西白漾河边时，由于天黑路
滑不慎落水，好在救助及时，老
人并无大碍。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无论
在河边垂钓还是游玩，一定要注
意安全。在雨天湿滑或者天黑光
线不佳的情况下，不要靠近河
岸，避免发生意外。”盛东派出
所民警郭越湧说。

七旬老人落水获救
辅警不会游泳却完成水中托举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记
者今天凌晨从中石化吴江第一加
油站获悉，由于本轮调价周期内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受此影响，
今天零时起，国内成品油零售价
又一次下调。

具体来说，92号汽油每升
下调 0.35 元，现价为 7.94 元；
95号汽油每升下调0.38元，现
价为8.44元；98号汽油每升下
调0.28元，现价为9.42元；0号
柴油每升下调0.36元，现价为

7.6元。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国内

成品油价格已经进行了23轮调
整，呈现出“13涨9跌1搁浅”
的格局。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
以一辆油箱容积50升的私家车
加满一箱92号汽油计算，本轮
下调后，可以少花17.5元。尽
管成品油价继续下调，但今年到
目前为止，国内成品油价格总体
仍有一定涨幅。下一个调价窗口
为12月20日零时。

成品油价大幅下调
92号汽油价格重回7时代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晓兰）
最近吴江连续多日低温阴雨天
气，好天气何时回归？昨天，记
者从吴江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好
天气将回归，气温逐步回升，最
高温度可达到16℃。

上周，吴江不仅正式官宣入
冬，还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上周四还出现了0.9℃的周最低
温度。持续多天的低温后，从周
二起好天气将逐渐回归。本周除
了9日（周五）前后有一次弱降
水过程之外，其余时间主要是以
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久违的阳光
将重新陪伴我们。气温方面，本
周最高温度重回两位数，其中8

日和 9 日最高温度可达 15—
16℃。在温度回升的同时，早
晚温差也比较大，6日早晚最大
温差可以达到10℃，7日则达到
8℃。

不过，本周末温度又要下降
了，10日起受一股新的较强冷
空气影响，气温将再次下降，
11日温度将降至3—10℃。

此外，7 日将迎来大雪节
气，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
大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越
来越寒冷。俗话说“小雪腌菜，大
雪腌肉”，大雪节气时民间有腌肉
的习俗，此时温度、湿度都正好，
正是适合腌肉的最佳时节。

阳光回归 气温回升

本周最高气温达16℃

本报讯 （融媒记者盛晨
莹）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召开
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
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围绕食品
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主体责任 （简称“两
个 责 任 ”） 的主要内容和要
求，以及接下来的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方向和重点进行了详细
介绍和解答。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是指
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规模大
小、业态类型分为A、B、C、
D四级，通过分层分级，分解落
实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是指通
过设置食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
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督促做好“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推动食品企业进

一步建立健全“六个一”的食品
安全责任制。

据了解，为推动“两个责
任”落细落实，产生实效，我
区印发《苏州市吴江区推进落
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工作
方案》，明确具体工作目标、工
作措施和步骤等，并加强舆论
宣传，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
式，开展理论教学、现场指

导、新闻报道等，扩大工作覆
盖面、影响力。同时，按照

“六个一”的食品安全责任制要
求，区市场监管局还结合日常
监督检查、专项检查、执法检
查等方式，对企业落实执行情
况进行督查。

一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始
终把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作为头等大事，目前，已明

确区、镇、村三级包保干部1771
名，分级分类对应包保全区近2万
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属
地管理包保责任实现全覆盖；此
外，380余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生产企业、学校（托幼机构）
食堂、食品小作坊、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大型商场超市、大型以上餐
饮等单位已先行开展了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工作。

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吴江实现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包保责任全覆盖

“志”敬最可爱的人“愿”吴江与爱同行
（上接03版）与其它条线的志愿者们并
肩活跃在“文明交通”“社区安全防范
宣传”“反诈联盟”等志愿服务现场，
成为震泽古镇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志愿服务队自成
立以来，主要聚焦于科技科普、自然教
育服务工作，通过生态科普展览、科普
宣教活动、科普讲解、科普讲座、线上
科普专题等形式传播生态科普知识，呼
吁大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建设美
丽吴江。

日前，为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

便利化、品牌化，让志愿团队在“各美其
美”的同时实现“美美与共”，区文明办开
展了“美美江城 志愿同行”2022年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创投大赛。大
赛启动后，在民政局登记注册或备案的
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
区）自发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区级以
上道德典型带头成立的志愿服务团队等
纷纷积极申报。

“虽然大赛还没有结束，但各个团
队的参与度非常高，此次比赛不仅有助
于营造‘美美与共’的氛围，也是志愿
团队拓展交流平台、孵化更优项目的好

机会。”区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今后，吴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
不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向体制
机制健全到位、阵地资源整合到位、服
务群众精准到位的目标迈进。

“星罗棋布”又“量身定制”
吴江用真情温暖千家万户

志愿者徐晨是土生土长的七都人，
“12·5”国际志愿者日当天，徐晨像
往常一样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忙碌而充
实。记者了解到，为了全身心投入志愿
服务，徐晨将手头的生意交给合作伙伴
打理，离开家人专门在外租了房子，守
护七都这个“大家”。“这一切我觉得特

别有意义，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奉献。”
徐晨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像徐晨一样为了
“大家”舍弃“小家”，奔赴抗疫一线的志
愿者在吴江不计其数。他们在疫情防控
中分工协作、全情投入、多元参与，凝聚
起疫情防控的强大正能量，用真情温暖
了千家万户，用行动展示了最美风采。

寒风凛冽地吹着，却吹不走志愿者
的热情。当天，盛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组织对卡口志愿者送温暖，送上暖宝
宝、热水袋和暖心小点心，感谢志愿者
的无私付出；平望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联合文明商户，组织志愿者们开展了
“‘姜’爱传递 温暖寒冬”行动，把
糕点和姜茶送到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及老
年人手中，为他们增添些许暖意……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这些年来的志愿服务不仅培养了
我的志愿服务精神，更锻炼了我的耐
力，突破了我的极限，让我看到了自己
的潜力。”“当我们为他人奉献出自己一
份力量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幸福，我
在志愿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在12月 5日下午举行的吴江区

“12·5”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暨吴
江区志愿者交流会上，志愿者们进行了
交流发言，共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
际志愿者日。

据统计，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40余万人，注册志愿团队2300余支，
还涌现了“同学你早—青春护学岗”

“长三角民间河长”“文明实践进网格”
“街坊党校”等品牌志愿服务项目。

“我们计划将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结合起来，针对广大群众量身
定制志愿服务项目需求库和资源库，通
过‘点单+派单’机制，将最符合农村
群众需求的服务送到家门口。”据区委宣
传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区委
宣传部将联合区教育局、团区委、区妇
联、区关工委等相关单位，积极培育壮
大志愿服务队伍，结合移风易俗、疫情
防控、精准帮扶、平安乡村建设、人居
环境整治、关爱“一老一小”等内容，
拓展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的志愿服务项目，在全社会营造“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志愿服务氛围，
为打造“创新湖区”、建设“乐居之
城”，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