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第 198 期
2022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05

主编 杨明洁 编辑 刘丹
视觉 李湛肹 组版 郑淑棉

送上“真金白银”，
助企爬坡过坎

五年来，她坚持为邻居

高新区已落实助企纾困资金超 38 亿元

做一件
“小事”

本报记者 张安宇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市场主体面临的压力增多。面对挑
战，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在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助企纾困系列政策基础上，及时出台助企纾困稳
增长“十条”等措施。记者获悉，截至 5 月底，全区已办理留抵退税、缓交税款超 35 亿元，发放稳岗、
失业等补贴 1.5 亿元，发放停业补助 1293 万元等，累计超过 38 亿元。
“助企纾困举措支持市场主体
迎难而上、共克时艰，起到了稳预期、强信心的作用，预计全年将再落实市、区两级纾困资金超 2 亿
元，为全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该区发改委人士表示。

助企纾困促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稳定
就业岗位是其中一项关键举措。
希捷国际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是新吴
区的重点企业。公司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
通过内部提质增效的方式降低成本，稳定
就业。五月份，该公司拿到了政府部门下
发的稳岗补贴。
“在这次疫情期间，公司得

精准高效的增值税留抵退税、缓缴和
免征阶段性税带来的红利，彰显了纾困效
应，切实解决了企业的痛点。
“企业产生的增值税留抵进项，带来
了流动资金方面的压力，税务部门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开展专项辅导，
申报审核通过后公司很快就获得了一笔
增值税留抵退税款。
”
近日，
无锡顺丰相关

助企纾困不仅是为“救急”，更是着
眼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举措，有效激发了
企业内生动力。
由于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一些航
空公司的经营遇到了困难，对此，高新区
积极落实纾困政策，助力航空公司更好
“起飞”。前不久，一家航空公司顺利办
理了特困行业缓缴社会保险费手续，缓
缴金额超过 300 万元。
“ 政府部门的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太及时了，真是雪中送

稳岗返还和稳定就业措施，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到了政府部门的强有力支持，保障了供应
链和生产的正常运行，稳岗补贴也减轻了
我们企业的负担，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政府
的支持和温暖，更加增强了企业发展的信

心。
”
希捷国际科技副总裁黄俊告诉记者。
在稳岗返还和稳定就业方面，高新区
持续落实好对坚持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和

增值税留抵退税和缓缴免征税费，切实解决企业痛点
部门负责人表示，收到这笔增值税留抵
退税非常及时，
很好地缓解了企业流动资
金的困难，对企业的上下游合作伙伴也起
到了缓解资金压力的作用，可以说是多方
受益，
政府部门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措

施很有针对性，对企业发展发挥了实实在
在的作用。
另外，在阶段性税费缓缴和免征税费
方面，高新区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
缴纳部分税费的政策，为全区 11901 户企

缓交社保费和降低保险费率，让企业轻装上阵
炭，对帮助我们公司渡过暂时的难关又
是一项利好。”这家航空公司相关人士高
兴地说。
缓交社保费和降低保险费率，实实
在在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难题。据统计，
高新区落实受疫情影响较重行业缓缴失
业 和 工 伤 保 险 费 措 施 ，已 发 放 补 贴

1204.13 万元；落实失业补助金已发放补
贴 195.69 万元；落实降低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率措施，单位和个人继续按 0.5%
缴费。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
策，对参保单位和个人继续各按 0.5%缴
费。值得一提的是，社保经办窗口还专
门增设特困行业社会保险费缓缴专窗，

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 90%顶
格返还。截至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直
接为新吴区企业返还 1.3 亿元，惠及企业
1.01 万家。发放创业补贴 116.13 万元，
惠
及企业 152 家。另外，全区已开展各类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3144 人次，发放培训
补贴 442.55 万元。

业 完 成 延 期 缴 纳 税 款 ，其 中 小 微 企 业
10701 户、中型企业 1200 户。2021 年四
季度缓缴增值税金额 6.34 亿元，缓缴企
业所得税 1.98 亿元。相关部门还加强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宣传辅导，把政策
红利及时送达企业。截至目前，推送纳税
人确认退抵税 129050 户次，涉及减免税
额 2121.71 万元。

截至目前，已为 9 家困难企业办理缓缴社
会保险费 1259.21 万元。
高新区（新吴区）发改委发展规划和
经济运行处人士介绍，助企纾困各项政
策的落实，助力全区主要经济指标持续
向好。今年前 5 个月，全区完成规上工业
总值 2374.7 亿元，增长 7.6%；完成限上零
售业销售 85 亿元，增速提升 6.5%；5 月当
月进出口总额增长 5%以上，全区经济运
行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在梅村街道泰伯花苑一区有一位热
心居民，她每天早上总是笑容满面，手提
肩背着一袋袋刚买回来的菜，送到腿脚
不方便的朱老伯家和独居的许大妈家。
坚持帮两位老人买菜这件“小事”，她风
雨无阻做了五年。她是泰伯一社区党委
第一支部党小组长周建芬。她用实际行
动践行助人为乐的精神，用仁爱与奉献
擦亮胸前神圣的党徽。
日 常 点 滴 见 真 情 ，邻 里 情 深 赛 家
人。周建芬退休在家后，时常到楼下与
居民们聊聊天、讲讲红色故事。一次，她
在聊天中了解到楼下的朱老伯夫妇年事
已高，腿脚不便，出门买菜费时费力，还
有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人许大妈，出
门买菜也不方便。
“ 我可以帮你们买菜，
反正我自己也要买，顺便而已。”她当即
表示。从此，每天买菜前，她总会先到两
位老人家里，问清楚他们想买什么菜再
去菜场、超市。这一买就是五年，而且还
在继续。
有一次，周建芬感觉身体不舒服，但
想到两位老人没人帮忙买菜，她仍坚持
去采购。原本身体欠佳，加上天气炎热、
一路奔波，她的脸色都变了。朱老伯夫
妇得知她生病还帮自己去买菜时，心中
非常内疚。
“ 这些年多亏了建芬的帮助，
要不然我们两口子还真不知道要怎么过
呢。看着她多出来的白发，我们心中很
不是滋味，真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感激
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
朱老伯说。
周建芬的热心不仅仅体现在帮邻居
买菜、送菜这件事情上。平时，左邻右舍
家中老人需要帮忙、孩子需要代看……
只 要 大 家 有 需 要 ，她 总 是 尽 其 所 能 帮
助。当邻里间有些小矛盾，她还会主动
去调解。泰伯花苑一区社区负责人表
示，做一天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坚持下
去。周建芬已将助人融入生活，成为一
种习惯，她为邻里的生活注入了无限的
关怀与欢乐。
（刘丹）

第四届
“创响无锡”
全民创业大赛
新吴选拔赛收官
人物名片：周建芬(图左），泰
伯花苑一区居民。
人物心声：远亲不如近邻，只
要我走得动，就会一直为大家服务
下去。

6 月 17 日，第四届“创响无锡”全民创
业大赛新吴选拔赛在无锡东庄电力电子科
技园落幕。今年第四届
“创响无锡”
全民创
业大赛新吴选拔赛启动以来，得到辖区广
大创业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全区共
收到报名参赛项目 130 个，报名总数量全
市第一，涉及高端装备、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服务研发设计等多个领域。经资深创
业导师、知名投资人专业评审后，51 个项
目脱颖而出，
入围选拔赛。
此次选拔赛采取线上路演的方式，分
为制造业项目组和服务业项目组两个组
别。据介绍，新吴区将以创业大赛为契机，
进一步培育创业文化，根植创业基因，厚植
创业优势，尽最大努力为创业者提供最广
的创业扶持、最多的创业帮助、最优的创业
环境，让更多创业者梦想花开。
（安宇）

“你们知道吗？小麦秸
秆不是废弃物，而是一种宝
贵的可再生资源……”近日，
新吴区南星苑幼儿园的老师
带着孩子们用小麦秸秆制作
麦秆肌理画、麦秆藤编物、麦
秆故事盒等作品。该园通过
课堂手工课，带着孩子变废
为宝的同时，传播了环保理
念。
（马蓓蓓 摄）

共建 共治 共享

新吴两个
“乐享园林”
项目加速推进
打造绿色共享典范
近日，省住建厅发布了全省 100 处
“乐
享园林”项目确定名单，新吴区有两个项
目入选，一个是城市绿道项目，另一个是
桥下空间更新项目。目前，这两个项目都
在加速推进中，建成后将成为周边百姓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伯渎河生态治理工程二期一阶段江溪
段是新吴区此次入选项目之一。新吴区住
建局负责该项目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伯
渎河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二期项目以“蓝绿
交融，生态渗透”为设计理念，以“产城融
合、复合功能”为设计骨架，整个项目贯穿
新吴区全域的伯渎河，
西连大运河，
东入漕
湖，
全方位渗透，
形成生态友好区域。此次
入选的伯渎河生态治理工程二期一阶段江
溪段是其中一段，该段从兴昌南路至锡兴
路，河道全长 4.2 公里，建设内容包括两侧

步道新建出新，
热力入地提升城市界面，
建
设人行桥贯通全线步道，
两岸驳岸修复，
栏
杆新建，
增加不同功能的附属建筑,建设专
业体育文化场地，增设儿童游乐场与智慧
健身设施，
提亮城市灰空间，
打造特色夜景
效果等，逐步打通两岸慢行步道多年无法
贯通的梗阻点。目前江溪段具有建设界面
的景观和部分附属建筑已完工，沿线的围
墙退界、电力迁改影响区域等难点正在逐
步推进，
力争今年年底全面完工。
同批入选的机场路高浪路桥下空间更
新项目正在加紧方案设计。新吴区城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地块周边以工业、
住宅及公园用地为主，比邻区域绿肺——
新洲生态园面积约为 5 公顷。项目拟从
观赏、功能、生态等多方面打造休闲空间，
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桥下空间为

周边居民提供生态、舒适的活动空间。考
虑到周边居民需求，还计划设置一些儿童
及球类活动场地、装配置式驿站等配套服
务。
采访中获悉，今年新吴区将持续塑造
特色品质空间工程，
打造靓丽城市形象，
一
方面突出道路绿化、亮化、彩化的特色，增
加景观层次性、色彩多样性和街道识别
性，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形式多样进行立体
绿化建设，高水平推进锡兴路、锡士路、新
泰路等重要道路景观优化和城市环境微更
新品质提升。同时，有序建设一批综合公
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小游园等。据统
计，
该区今年计划新增绿地 50 公顷，
新改建
公园游园 7 个，
新建口袋公园 15 个，
形成大
小结合、分布均衡、功能互补的城市绿色空
间布局，
打造绿色共享典范。
（刘丹）

“安全锦囊”
行动
直指夜间高危行业
近日，新吴区应急管理局 6 名执法
人员和 1 名专家深夜集结待命。局长庞
正方作简单
“战前”
部署后，
将两份
“安全
锦囊”
交给现场总指挥，
一份检查一份备
选，确保行动计划不落空。当晚 10 点
55 分，现场总指挥打开“安全锦囊”，两
辆执法车按指示直接驶向空港经开区一
家金属熔融重点企业，
开展突击夜查。
到达企业后，执法人员按照严密分
工。经检查，发现该企业精铸车间存在
三处重大事故隐患，现场另外还发现若
干一般事故隐患。执法人员、专家与企
业现场负责人沟通后，
立即开具《现场处
理措施决定书》，并对相关设备作断电、
贴封条处理，协同执法人员则当场提交
线上立案手续。此时，已接近次日凌晨
1 点。
据了解，新吴区应急管理局自 5 月
份开始，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常态化
“安全
锦囊”
夜查行动，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
防止和减少夜间生产安全事故，
守
牢区域经济发展的安全底线。夜查对象
主要为辖区内安全生产管理较差、危险
性较大且有夜间生产的高温熔融等安全
生产重点企业。新吴区应急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通过“安全锦囊”的方式开展夜
查，是对高危企业进行长效监管的措施
之一，实现了突击执法检查与网格日常
监管的精准衔接。
（小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