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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姑苏情·江海风”苏州国
画院、南通书法国画研究
院作品交流展在高新区国
画院开幕。

围绕“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
题，两地书画家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以笔墨
承载国之繁盛，用火热的
激情描绘壮阔时代，展现
新时代的风土人情及祖国
大好河山的新气象、新风
貌。

据悉，本次展览为期
10天，是苏州和南通两地
首次在苏州举办交流的展
览，共展出两地18位画
家90幅作品。展出作品
内容涉及人物、山水、花
鸟，创作手法涵盖白描、工
笔、写意等。

□浒新 文/摄

两地联展共绘繁华盛景两地联展共绘繁华盛景

苏报讯（施天玲）自“331”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浒墅关经
开区以铁的手腕抓整治，解决
了一大批沉疴顽疾。日前，辖
区企业苏州市明鑫船舶工业
有限公司因对外出租的阳光
公寓宿舍楼 C楼，没有办理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210个房间被全部清空，其中
居住的415人全部转移。

位于经开区金枫路 666
号的明鑫船舶，占地面积
19.01亩地，建筑面积20586.52
平方米，共有 A、B、C3 栋建
筑。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后，经
开区“331”专班、安监办负责
人对明鑫船舶法定代表人及
阳光公寓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责令明鑫船舶及承租方双得
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居住
其中的人员尽快进行转移搬
离。同时要求对照员工宿舍

楼标准，对C楼存在的问题实
施整改，完善各类消防设施，
并申报专业部门实施验收。
经过一个多月的清退工作，明
鑫船舶 C栋建筑完成宿舍楼
清空和人员全部搬离。

明鑫船舶相关负责人表
示，企业将作重新规划设计，
落实安全设施完善 C栋消防
安全手续。同时，按照相关要
求，开展常态化管理。在A栋
和 B栋相继安装了消防设施
用具并张贴消防常识宣传；加
强技防建设，在阳光公寓内推
进人脸识别系统安装，定期组
织租住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演
练。

接下来，经开区“331”专
班、安监办和派出所等部门将
进一步跟进明鑫船舶的整治
动态，加强落实常态化管理，
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腾移210个房间400余人
浒墅关经开区大力整改阳光公寓违规宿舍楼

苏报讯（张梅）今年以来，
浒墅关镇按照“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深入实施“三推进”举措，即推
进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推
进落实一批惠民助企实事、推
进开展一批特色创新工作，切
实聚焦市场主体、老百姓普遍
关注的重点领域，真抓实干，不
断提升惠民助企效能。

扎实开展理论学习
确保学习走深走实

近来，浒墅关镇党委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和
鲜明主线，在全镇党员干部中
进一步兴起“学习”热潮。镇领
导班子集中 5天围绕“理想信
念”“担当作为”等 8个专题开
展学习，通过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认真开展学习研讨，以
“书记领学、视频辅学、现场教
学、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立体化开展学习。该镇
党委向全镇各级基层党组织发

放学习用书7批次，4300余本；
积极挖掘本地教学资源，组织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赴“夜袭浒
墅关纪念碑”开展现场教学近
400人次。

同时，该镇“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五聚焦
五自觉”“四贯穿、四在前”，在
主题教育抓严、做实上下功夫，
开展对标找差“体检”，发放征
求意见函57封，收集意见建议
45条，切实发挥主题教育在改
进作风、整改问题、推动工作中
的作用。

为推动决策部署落实到基
层，确保行动走深走实“不走
秀”。除理论学习外，浒墅关镇
以分管领导挂钩、多部门联动
的方式走访调研基层，先后走
访非公企业20余家，村社区及
直属企事业单位全覆盖，通过
实地走访、现场考察、倾听心
声，切实做好寻问题，抓关键，
克难攻坚，为惠民助企办实事；
牵头领导全程了解和督促检查
走访效果，对走访后具体工作
的开展情况落到实处，推动整
改有序展开。

强化组织协调
护航企业发展

前不久，记者从浒墅关镇
招商中心获悉，该镇企业苏州
伟信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
借“基于计算机视觉3D光学检
测系统”项目，在2019年“创客
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中，以总分第三的
成绩斩获全国二等奖。伟信奥
图成立仅一年多，已先后获得
高新区创业领军人才、高新区
创新领军人才、江苏省科技中
小型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
业等荣誉。“公司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高新区各部门以及浒墅
关镇的大力支持和专业服务，
也得益于高新区强有力的科技
人才政策扶持力度和成熟的金
融扶持体系。”伟信奥图创始
人、总经理刘宁博士说。

伟信奥图的快速发展，只
是浒墅关镇服务企业的一个缩
影。“在项目跟踪服务上，我们
形成了企业事项代办机制，协
助伟信奥图、艾福电子等73个
新落户项目办理审批事项。针
对在建项目，我们实行专人负
责制，建立投资项目库，定期掌
握建设进度，及时解决项目建
设中的实际问题。”浒墅关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不仅如此，浒
墅关镇还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一企一策”企业服务工作，制
定详细的调研清单和走访计划
表，专人深入了解企业面临的
困难，协调解决金榀精密、普莱
斯等企业的需求。同时，积极
落实省、市、区关于工业经济、
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的专项扶
持资金政策，制定上年度经济
贡献企业表彰奖励方案出台
《浒墅关镇科技创新和人才引
育奖励办法》，定期开展孵化企
业辅导培训。全年累计协助辖
区企业申请上级奖励资金近
3000万元，下发镇级奖励资金
近1000万元。

推进惠民工程
提升居民幸福感

近日，由浒墅关镇人社服
务中心组织开展的初级育婴师
班圆满结业。本次课程历时 2
个月、共 17课时，全程由苏州
市金诺职业培训学校金牌讲师
授课，旨在帮助辖区居民掌握
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道。“我
一直对育婴师很感兴趣，而且
觉得对我自己带宝宝也非常有
帮助。老师们讲的都是干货，
感谢两位老师！感谢政府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来自金庭

社区的一位准妈妈学员郑红燕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推进惠民工程是浒墅关镇
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浒墅关镇积极改善老
旧小区生活环境，完成了龙华
一村建筑外立面及新浒、惠丰
小区景观、道路、停车位等改
造，为居民生活需求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升级改造了新浒、星榈湾
农贸市场，有序推进蚕里商业
区、红叶邻里中心内装建设，亮
化提升浒关幼儿园、浒关小学、
浒关培智学校，逐步落实三角
嘴公园、朱家庄景观等。除基
础设施外，浒墅关镇还完善社
区治理服务功能，如推行“一户
一档一策”帮扶机制，落实阳光
扶贫、精准扶贫措施；推进富民
载体建设，加大创业就业扶持
力度，探索“中心+社区”模式，
组织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努力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平稳增长
等；5个行政村围绕巡察审计
发现的问题，列清单、建台账、
挂战图，一条一条整改到位。

“下一步，我们仍然要扎实
抓好学习教育，把学与做、查与
改融合起来，聚焦主题主线，以
‘三突出、三结合’确保主题教
育高质量开展。”浒墅关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苏报讯（教萱）近日，2019
年苏州市青少年科普剧比赛
落下帷幕，高新区学校载誉而
归。高新区实验小学校教育
集团、高新区白马涧小学、高
新区成大实验小学 3所学校
分别获得金奖，高新区文星小
学校、苏州科技城锦峰实验幼
儿园2所学校分别获得银奖，
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教育集
团、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校、
高新区文昌实验幼儿园 3所
学校分别获得铜奖。

3个金奖剧目分别是区
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的原创
剧目《抱着摔裂的原子弹》，讲
述了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为
了获取数据不顾危险手捧弹
片，献身科学的感人故事；白
马涧小学的剧目《烈火之歌》

讲述了我国优秀的空气动力
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冲
破阻挠、学成归国、致力科研、
光荣献身的感人故事；成大实
小的剧目《糖丸记》不仅演绎
出了“糖丸爷爷”牺牲小我，为
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用自己
的出色演出，向“糖丸爷爷”致
敬，向人民科学家致敬，赢得
了观众和评委老师的一致好
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高新区教育局精心组织科
普剧比赛，指导区内中小学、
幼儿园将科学知识与舞台表
演有效结合，充分展示了学生
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进一步
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兴趣，鼓励
学生从小树立高远的人生目
标，培育无私的爱国情怀。

展现科学素养和科创精神
高新区斩获市青少年科普剧比赛三枚金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了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81岁高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高新区基层委员会会员毛增錡以
笔墨寄情，以书画言志，创作了50多幅爱国主义题材的书法作
品，并装裱制成卷轴为祖国祝福。 □欣萱/文 丁达祥/摄

苏报讯（张伟敏 李潇）11
月 25日凌晨 1:32，石湖新村一
家面馆的瓶装液化气发生泄
漏。该处场所空间狭小，店内
无人，气体很快接近爆炸阈值，
情况危急！此时，狮山横塘街
道在该店铺安装的“守护侠”智
能联网燃气报警系统向店主发

出警报短信，自动关闭了燃气
阀门，并第一时间派遣员工上
门处置，避免了事件进一步恶
化为事故。而就在这次事件前
几天，该系统还成功监测到了
金色家园一家门面店的瓶装液
化气泄漏，同样避免了事故。

来自高新区“331”专班的

信息显示，狮山横塘街道已经
为126户小餐饮店安装智能联
网燃气报警系统。接下来，高
新区将总投资约 115万元，在
全市率先为全区 1910家小餐
饮店安装该系统。

据了解，很多场所仍然不
具备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条件，
需要使用瓶装液化气。然而，
瓶装液化气是重大安全隐患
源，特别是在“九小场所”，有序
管理瓶装液化气尤为重要。为
了防范事故，消防部门要求瓶
装液化气使用者安装警报装
置。但是，市场上的燃气报警
器大多只能产生声音报警，管
理人员没有在现场时，就失去
了报警效果。

今年 10月，狮山横塘街道
试点引进“守护侠”智能联网燃
气报警系统，设计并安装该系
统的苏州涟漪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整套系统由燃
气报警器、智慧大脑、云平台以
及 24小时预警中心组成。报
警器固定在钢瓶附近的墙上，
按照一定的发送频率，将工作

状态（是否通电、网络通信是否
正常、是否到达年检期限等）以
及现场监测到的可燃气体（甲
烷、丙烷、丁烷、氢气、酒精等）
实时浓度信息通过无线网络发
送至苏州涟漪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的 24小时监控中心。当气
体报警器探测到应用场所的可
燃气体浓度超标时，会在第一
时间把报警设备所在具体地
址、业主联系方式发送到系统
平台，系统平台随即以短信、电
话形式反馈给业主和物业、消
防等部门。同时，钢瓶上的自
动关阀装置在收到报警信息
后，会自动切断阀门。从技术
层面来讲，该系统实现了安装
方法的标准化（专业人员、科学
位置、正确方式）、联网设备的
标准化、运营标准化（每年定期
巡检和联网设备定期维护）；从
监管层面来讲，该系统通过安
装对象的强制化、监控平台的
统一化，为政府建立了安全监
管大数据平台，有利于实现安
全隐患的在线化管理，有利于
街道、应急管理部门的分层多

级联合监控。
据了解，苏州涟漪科技有

限公司是高新区的一家科技
企业，致力于用先进的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技术防
范，使得安全隐患可预测、可
预防和可控制。其研发的“守
护侠”智能联网燃气报警系统
不只是通过CCC认证，还通过
了严格的消防国家标准认
证。目前，狮山横塘街道已经
出资在学府花园、金色家园两
个网格共126户小餐饮店安装
该系统。11月底，该系统将在
狮山横塘街道实现瓶装液化
气的全覆盖，实现中小店铺的
安全状况数据化和在线化，防
患于未然。涟漪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苏州燃气公司
也已经与他们达成合作意向，
计划采用他们的系统，为全市
10 多万瓶装液化气“保驾护
航”。另外，该系统还可以应
用于普通家庭燃气阀。在高
新区荷澜庭等多个小区试点
以来，该系统已经有多次成功
报警案例。

用高科技防范瓶装液化气事故
高新区在全市率先为1910家小餐饮店安装智能联网燃气报警系统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苏报讯（马美娟 张伟敏）
上午8点，92岁的东浜阿婆和
95岁的马浜阿婆不约而同地
来到高新区人民医院体检中
心做相关检查，老人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体检结束后，
他们约定过 100岁后还来高
新区人民医院体检。

老人的健康是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目前，高新区正在
开展2019年度65岁以上老年
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健
康体检，已经有 2.8万名老年
人受益，整个体检服务将于
12月底结束。

体检老人有其特殊性，部
分老人听力下降，可能听不见
医务人员的和声细语。但是
如果医务人员声音过高，老人
可能又觉得他们态度不好。

另外，部分老人行动不便，口
齿不清等等，这些都在考验着
医务工作者。

“此次体检包括血尿粪三
大常规项目，肝功能、肾功能、
血糖血脂等化验，还包括 B
超、心电图、胸片及内科、外
科、眼科、口腔科全面检查。”
高新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
任陈水兴介绍，“同时，体检增
加了对老人生活习惯、体重指
数及用药安全和住院危险程
度的评估。”现场，工作人员一
边建立、完善老人健康档案，
一边还对老人们进行健康知
识的宣教，嘱咐老人们要适当
运动，合理膳食，实时监测血
压血糖，引导和帮助他们建立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

已有2.8万名老年人受益
高新区开展老年人免费健康管理服务

““““331331331331””””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 高新区在行动高新区在行动高新区在行动高新区在行动

上图红圈内为上图红圈内为““守护侠守护侠””智能联网燃气报警系统报警器智能联网燃气报警系统报警器，，
钢瓶上装有该系统的自动关阀装置钢瓶上装有该系统的自动关阀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