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综合 022023年3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潘 赟 排版：常 青 校对：陆静媛

夜幕降临，吴江航远纺织
有限公司办公楼里依然灯火通
明，30多名职工坐在一间教室
里，学习如何快速有效检测纺
织品断线的技能。课堂上，职工
们一边听讲一边做笔记，不时举
手提问，与授课老师交流探讨。

“下班后的夜晚，把自己
浸润在学习知识、提升技能的
美好世界里，内心充盈而富
足。我想说，这样的感觉，真
的很美妙！”这是企业职工钱
爱珠在课后道出的真切感受。

授课老师不是外请人员，
而是吴江航远纺织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斌。近段日子，这位

“90后”老板连续10个晚上
走进企业“夜校”，当起了

“教授”，为职工传授纺织品基
础知识以及纺织纤维鉴别、织
物质量检验等技能。

吴江航远纺织有限公司是
桃源镇的一家小型企业，主营
工装呢、制服呢等纺织品的生
产和加工，拥有职工400多
人，其中高级工和中级工160
多人。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

烈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
快，航远纺织越来越认识到提
升职工技能的重要性。对此，
吴江区人社局工作人员主动介
入，帮助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
级内部考评。

很快，考评掀起了企业职
工争相学技能的热潮，技能等
级高了、收入涨了、职位升
了，日子越过越红火，让职工
们看到提升技能也有广阔发展
空间。如今，企业“夜校”已
成为企业职工业余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成为职工赋能成长
的“加油站”“充电宝”。

“你看，这块布料的断线
应该如何发现？”“这纺线的拉
伸强度有没有达标？”航远纺
织还创新培训形式，把“课
堂”搬进车间，朱斌站在织机
旁面对面向职工现场授课。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两个
多月对全体职工的分批培训，
企业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就拿棉品来说，次品率从
5%一下子降到2%，这就等于
给企业创造了一大笔财富。”

朱斌兴奋地说。
“夜校”不仅针对本企业

职工，还向镇上其他纺织企业

员工开放，吸纳更多的纺织工
人一起学技能、增本领，扩大
工匠技能“朋友圈”。

图为朱斌 （右一） 在车间
为职工进行技能培训。

（邱纳摄）

企业办“夜校”老板当“教授”
航远纺织厚植技能人才沃土

融媒记者 邱纳

本报讯（融媒记者盛晨莹）记者
从区总工会获悉，日前，苏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的“苏信学院工匠实训基
地”、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康
力电梯公共实训室”经苏州市总工会
评审考察，被命名为第二批“苏州工
匠实训基地”。

近年来，苏信学院紧紧围绕吴江
产业分布特点，及时更新办学理念和
办学指导思想，以实训基地项目质量
建设为核心，以培养区域紧缺型工匠
技能人才为主线，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建成华为5G+数字化人才
产教融合基地、江苏省工匠学院（吴
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文旅融合
人才培养基地等一批重大合作项目，
充分发挥校企联动过程中“技术先
进、资源共享”的重要作用，构建完
备、系统的工匠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为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工匠人才支
撑；同时，依托苏州市高级人才太湖培
训中心，为企业和社会务工人员提供更
好的职业技能、专项技术等培训服务。

“康力电梯公共实训室”凭借丰富的
企业资源，联合苏州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
的电梯企业，开展了职业资格认证、人才
培训、联合学位教育等多项服务，是面向
苏州大市范围高校及在职电梯行业人才
的公共实训基地，致力于培养服务于企业
和社会、适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深入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继续打造更
多实训基地，并发挥当地工匠基地的实
训功能，助力提升产业能级，努力培育
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队
伍，实现企业发展和职工成长双赢，为
吴江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加快培育集聚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和创新型人才

我区新增两个“苏州工匠实训基地”

本报讯（融媒记者于靓 通讯员
孙敦宇）为拓展客户电费缴纳渠道，
助力数字人民币普及推广，近期，吴
江供电公司联合地方政府、金融机
构，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电力行业
的应用落地，开通了财政资金数字人
民币对公转账电费结算业务。

今年2月以来，吴江供电公司与
区财政局对接沟通，以七都镇为试
点，开启了财政资金数字人民币对公
转账电费结算业务。试点成功后，吴
江供电公司迅速在全区展开推广，目
前，该业务已覆盖吴江全区，吴江所
有用户均可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电费
缴纳。

“与个人、企业用户不同，政府
主管部门电费由财政统一支付，电费
结算存在一对多特点。”吴江供电公
司营销部采集运行班班长盛治国介
绍，为解决批量用户统一支付，电费
分解不便的问题，公司营销系统通过
建立集团户，开设“子钱包”，有效
化解了这一难题。“我们将集中缴费
的户号编制在一个集团户中，这就形
成了‘母钱包’，而后在‘母钱包’

下开设若干‘子钱包’，就可以实现资金
归集和分发、财务管理等功能。”用户只
需提前申请并提供电费户号，数字人民
币钱包账户就能将用户汇入的电费资金
智能匹配到多个用电户号，自动完成缴
费销账。

数字人民币结算操作简单，给用户
带来更好缴费体验的同时，还能提高线
上缴费的安全性。“数字人民币具有双离
线支付特点，操作更加简单，用户无需
将现金委托给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
也无需跳转至银行界面，直接在原界面
就能完成电费支付。”盛治国介绍，“网
上国网”App、“网上国网”云终端都
开通了数字人民币电费结算功能，个人
及企业用户也可以体验数字人民币缴费。

此次，数字人民币对公转账电费结
算业务全面铺开，在提升用户电费缴纳
体验的同时，也拓宽了数字人民币的应
用场景。接下来，吴江供电公司将继续
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加大对数字人
民币创新功能的探索应用，努力做到

“让数据多跑腿，让客户少跑路”，不断
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吴江实现数字人民币对公转账电费结算

为发挥网格化治理优势，发挥好网
格员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作用，3
月16日上午，同里镇网格化服务管理
中心联合社会综合治理联动指挥分中
心、景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安全专项机
制办和信访办等，在北联村开展了一场

“快闪式”的网格服务主题宣传活动，
吸引了大量村民参与，进一步提高了网
格工作的知晓率。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干粉灭
火器使用的四个步骤，现在我们模拟现
场灭火，有哪位上来试一试？”在消防
站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大家纷纷进行了
灭火体验。“这样的宣传很新奇，今天
我自己上手灭火了，印象更深了，以后
遇到小火灾也不怕了。”村民张阿姨说。

去年，同里镇组织多部门融合多种
形式，共同开展“快闪式”宣传活动9
场，针对各自工作条线内容对消防安
全、平安法治建设、反诈、网格知晓率
等工作进行宣传，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引导居民群众共同参与网格治理。

通过“快闪式”宣传活动，同里镇积
极探索发挥综合治理优势，实现由单一

的政策宣传向多样的宣传方式转变，让辖
区居民进一步了解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工作
的意义，切实增强居民对网格员工作的认
同和支持度，为基层社会治理网格管理工
作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进一
步推动全民参与平安同里建设。

除了在活动上宣传，在日常巡查中，
网格员们也是用脚步丈量村落的宣传员，
还是细微之处暖心服务的贴心人，更是化
解群众矛盾纠纷的调解员。

2月14日，居民周阿姨因维修水管
管道和邻居发生纠纷，社区巡片网格员张
建明、微网格员钱建英闻声而来。经了
解，双方使用的水来自同一个总阀，周阿
姨家维修水管时需关闭总阀，影响了邻居
正常用水。经网格员们的耐心调解，周阿
姨同意在邻居用水需求小的时间段维修水
管，争取以最短时间完工。生活中邻里之
间难免会有摩擦，而网格员们就是不可缺
少的“万金油”，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格”内。

记者了解到，同里镇共划分41个综
合网格，以“1+5+1”的配备模式确保网
格全覆盖、无盲区。除此之外，同里镇还
推进了“精网微格”工作，将41个综合
网格划分至220个微网格并配备220名微
网格联络员，并组建了 41个网格党支
部，坚持党建引领网格，将党建工作纳入

“一张网”。

织密“小网格”共建平安同里
融媒记者 王凯悦

本报讯 （胡竞文 融媒记者徐艳）
近日，苏州市安全生产第五督导组一行
至我区，对震泽镇、盛泽镇开展安全生
产督导工作。督导组先后听取了震泽
镇、盛泽镇近阶段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
情况汇报，并查阅相关台账资料，对重
点问题进行了指导和提示。

在震泽镇，督导组对曹村村群租房
和江苏孚杰高端装备制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新厂区开展了现场督导。在盛
泽镇，督导组对西白漾社区群租房、漾
滨名苑安置房工程点位和吴江德伊时装
面料有限公司开展现场督导。督导组对
两地扎实有效开展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表
示肯定，并就做好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

提出指导意见，要求两地要持续按照“三
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
体、部门监管和党委政府领导的责任链条；
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力度，针对即将到来
的清明节，对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加大对安全生产的宣传力
度，营造全民共同参与、共同抓安全的良
好氛围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安全发展环境。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牢固树立‘抓
安全就是抓发展、抓安全就是抓稳定’的
理念，以更加扎实的举措服务企业，针对
督导组提出的问题，以高标准整改、以严要
求落实，完成隐患整改闭环，护航我区企业
高质量发展。”区安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压实责任链条 护航企业发展
市安全生产第五督导组至吴江开展督导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秋倩）
3月 17日，中宣部文改办副主
任、一级巡视员李建臣带队来到
吴江，就我区文化产业工作进行
调研。副区长孙俊良陪同调研。

作为吴江区地标建筑，苏州
湾文化中心将大剧院、博物馆、
数字艺术馆等场馆融于一体，满
足市民信息交流、休闲旅游等多
种文化需求。李建臣一行深入剧
院剧场及展馆展厅，认真聆听讲
解员介绍，详细了解文化中心整
体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活
动开展等情况。

3月 11日正式开馆的苏州
湾数字艺术馆，兼具数字经济与
文化产业特征，一周时间已吸引
观展市民及游客近万人次。李建
臣一行先后参观了“灵境——未
来灵感世界”及“画游千里江
山”展览，不时与展厅内多媒体

装置进行互动，深入体验艺术馆
全场景数字化的独特魅力。

在苏州湾博物馆，李建臣一
行参观了“舟车丝路”展及吴江
历史文化陈列展，感受吴江的历
史与文化变迁。李建臣一行还走
入“吴江游礼”文创产品专
区，了解我区推进剧展联动、
文商旅融合的亮点做法，并就
我区文旅资源、文化产业发展
等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深
入交流。

调研中，李建臣对我区扎实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数字化发展
的系列做法予以充分肯定。李建
臣表示，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及完善的公共文化配套设
施，希望吴江不断夯实文化软实
力根基，切实丰富市民精神文化
生活，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向更高
水平迈进。

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中宣部文改办领导来吴江调研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凯悦）
近年来，吴江区公安局在服务群
众、优化营商环境上主动作为、持
续发力，推动全区公安窗口服务
民众工程不断提档升级。3月17
日，区公安局政务服务管理大队
在苏州湾大厦便民服务中心召开
了便捷化政务服务建设发布会。

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
年以来，区公安局进一步加强便
捷化政务服务建设，围绕便民、
利企两大方向，在区局层面规划
建成“一个中心”“四个直通
车”的总体架构，重点打造便民
服务中心，下设“便民”“利
企”“网办”“督导”四个“直通
车”，从而构建“整体、智治、
高效、协同”的现代警务服务模
式；在所队层面，坚持“上下联
动、整体推进”的原则，明确个
别示范点，先行先试、总结经

验，以点带面，逐步在全区各派
出所、各公安窗口实现“一窗通
办”“一网通办”“上下通办”

“跨域通办”。
实地参观时记者发现，便民

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的受理事
项由江苏省公安厅要求的33项
拓展至202项，且全部推行“一
窗通办”，做到了“外面不办，
中心能办”“外面能办，中心快
办”。同时，便民服务中心组建
了网办中心，拓展细化190项依
申请服务事项，拓宽PC端、手
机端办理途径，据统计，组建以
来，网办率由25%提升至44%。

区公安局政务服务管理大队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区公安局
将继续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愁
盼”问题，在服务群众、优化营
商环境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政务服务再升级
区公安局召开便捷化政务服务建设发布会

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上接01版）考察中，李德

刚表示，吴江一直是学习的榜样
和标杆，通过现场考察，真切感
受到了吴江发展质效高、发展理
念新、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足，这些都值得深入学习。王国
荣对周村区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我区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今后双方能
加深交流互动，携手推动两地高
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共赢
发展。

区领导杨斌、张炳高、李文
斌陪同考察。

让文化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
（上接 01 版）并实地感受养蚕、
缫丝、制被等传统手工艺，了解
了震泽镇源远流长的蚕桑文化和
丝绸产业发展历程。近年来，震泽
以丝为“媒”，推动农文旅深度融
合，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业态。
徐宁表示，震泽用一根丝串起产
业融合发展，提升了蚕桑文化的
现实价值与生命力，真正实现了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

在苏州湾数字艺术馆，徐宁
一行调研了常设展厅、特展厅、
公教空间、多功能厅等区域。苏
州湾数字艺术馆汇聚了产业链上
下游、技术端、产品端、内容

端、应用端各方力量，依托宏大
的建筑形态，丰富的文化内容，
领先的科技应用，别致的场景呈
现，多元的功能服务，给大众带
来优质的数字艺术体验。

调研中，徐宁充分肯定了吴
江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
中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她指出，
吴江要立足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禀赋，把文化旅游产业与乡村振
兴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激发乡村
内生动力，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形
象和品质，拓展乡村文旅消费新
空间，使文化和旅游产业成为助
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

医疗生育待遇直接进社保卡
（上接01版）实现三代社保卡在
政务服务、就医购药、交通出行、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待遇补贴发
放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断提升
社保卡的服务能力。“我们在持续
推进三代社保卡发放工作基础

上，不断拓展社保卡居民服务‘一
卡通’服务场景，打造高效、便捷、
通用、安全的社保卡服务生态圈，
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人社公共
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区人社
局信息中心主任严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