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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毕业季到来，随着大学生自主创业
的热情不断高涨，面临的重重困难也接踵而
至。6月11日，苏州姑苏区沧浪街道·工艺
美院创艺联动暨“家门口创业驿站”全覆盖工
程启动。本次活动由苏州姑苏区沧浪街道联
合姑苏区人社局举办，为大学生提供精准的
创业服务。

14个创业项目入驻，今年将实现全覆盖

社会资源缺乏、资金不足、经验欠缺、能力
不足，创新想法与社会实际还存在很大差距，这
些都限制着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脚步。
2018年，沧浪街道在辖区桂花、道前、潼一、潼
二四个社区试点设立“家门口创业驿站”，邀请
创业初期的项目入驻社区，提升创业指导服务
针对性。两年来，现有创业项目14个，创业带

动就业150余人，年营业额达500万元，为辖区
居民服务28场次，社区助业指导室接待创业咨
询200人，SIYB创业培训毕结业57人。

今年，沧浪街道在试点社区的基础上，开
展“家门口创业驿站”全覆盖工程，计划两年
内在辖区各社区完成，提供优质的创业服
务。街道充分调动大学生文创资源，与苏州
工艺美院深化创艺联动，在谷·姑苏社长期设
立工艺美院大学生文创产品展陈空间，每季
度更新一次；辖区谷·姑苏社、悦未来青年创
业公社分别定向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10
个免费创业工位。

搭建平台，创新政校就创业工作合
作模式

80后青年夫妻熊国好和赵丽已入驻道

前社区创业驿站，他们都是毕业于苏州工艺
美院的学生。夫妻俩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
将创业重点放在了非遗活动策划和工艺品
制作方面。每年，他们组织开展各种苏派剪
纸、草编、折扇等手工制作等非遗活动，以及
苏州建城史、苏派工匠、苏州状元等文化讲
座。熊国好夫妻还将非遗与创意设计相融
合，创造出更多贴近生活的文化产品，受到
年轻人的喜爱。

在创业的过程中，社区创业驿站为熊国
好团队提供免费活动和办公场地，搭建平台
展示和宣传他们的创业项目，并为他们推介
资源、跟踪扶持。创业稳定渐入正轨的同
时，夫妻俩也在服务回馈社区居民，不断传
承和发扬非遗文化。自试点以来，该项目从
2个人的夫妻档发展为11人的手艺人团队，

每一位都是有一项或多项非遗技艺的手艺
人，现有草棕编、碑拓、苏灯、剪纸等非遗传
承技艺。

沧浪街道与苏州工艺美院合作共建已
有多年，早在2009年7月，双方合作成立了
全市第一家“大学生虚拟创业工作室”，合作
举办了“创意端午”青年创业手作集市。接
下来，沧浪街道将依托辖区创业基地、社区

“助业指导室”、“家门口创业驿站”等载体
资源，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创业从校园走向社
会的生态链，创新政校就创业工作合作模式，
促进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沪苏同城合作的背景
下，实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通讯员 赵晓君

又到了梅雨时节，高温高湿的空气环
境使得小区内蚊虫泛滥，近日，姑苏区白洋
湾街道路南社区36幢 1楼居民向社区反
映，门前的几棵低矮杂树不仅影响了白天
屋内的采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杂树竟成
了飞虫的“最爱”，成群的蚊虫围绕在树木
周围，目前还没到入伏，全家人就已经被叮
咬得苦不堪言。随后，社区网格员迅速赶
往小区查看实情。

经过仔细调查，网格员发现，原来春
馨园小区内存在大批“无身份”的杂树，并
不在绿化管理的范围内。除了居民自行
种植的香椿树、竹子等，还有很多不明源
头、叫不出名字的杂树。这些大大小小、
高低错落的杂树分布在了小区内各个角
落。由于早期疏于管理，居民种植杂树的
乱象长时间无人监管也无从查证，时间一
长，脏乱差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小
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拉低了小区环境
指数。

“一走进这个小区，就能看到空气中密
密麻麻飞着小虫，原本大家喜欢坐在小游
园里乘凉聊天，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居民们
都不敢出来了，一出来准会被蚊虫‘围攻’

叮咬，”居民秦海英说。除了蚊虫泛滥的问
题，垃圾处理问题成了另一大突出难题，负
责小区保洁的张阿姨说：“春馨园小区的垃
圾分类方式是‘以桶换桶’，主要靠居民自
觉，这些杂树长时间没人浇水和维护，掉落
的腐烂枝叶无人清理，现在已经堆积如山，
打扫是一个大工程。”

为此，路南社区党委迅速成立“环境护
卫小队”，联合第三联动工作站、金阳物业、
姑苏区人社局，修剪处理小区内杂树上的
腐烂枝叶，减少对蚊虫的吸引。为进一步
提高小区内绿化覆盖率，社区将其中一部
分杂树移植到绿化覆盖率低的区域，成立
专管小组，定期对它们进行管理和养护。
此次行动还吸引了不少居民加入其中，居
民袁秋妹感慨道：“每个人都应该树立环境
保护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这样
才能共同引领美好社区的建设，我们居住
得也会更加安心。”

据悉，此次行动共修剪移植了1000多
株不同大小的树木，环境问题得到了大幅
改善，驱散了蚊虫，居民们又可以放心地去
室外纳凉休闲了。

通讯员 汤越玲 本报记者 周晓青

路南社区：
修剪移植1000多棵杂树，解决居民蚊虫烦恼

姑苏区白洋湾街道辖区划分为综合基础
网格101个，专属网格26个。自街道五大联
动工作站实体化运作以来，以打造“平安前
哨”工作站为抓手，以织密“综合基础网格”、

“专属网格”为基础，全面扩大信息收集网，主
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整合壮大网格力量，
不断激活基层“网格”细胞。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基础网格在巡查中
的优势，区域内实行党员干部进社区分片包
干服务制度，由招募的居民党员、志愿者、社
区网格员共同组成巡查队，采取上门走访、电
话问询等方式，对所有小区逐户逐片进行巡
查走访。“小区哪里有环境问题，哪里有居民
诉求，他们都第一时间掌握”，宝祥社区的居
民陈阿姨说道。

自开发“专+”网格通小程序以来，巡查
任务得到细化，包含安全生产、城市环境、环
境保护、市场监管、其他五大类，通过类目设
置，让网格员在巡查中有的放矢、明确重点、
提升效率。“系统不仅完善了日常的上下班打
卡等基础工作，特别是可以及时发现一些违
法婚纱加工、三合一居住等重大安全隐患，对
于规范市场管理很有效，”金阊新城联动分中

心负责任人范晓英说道。
在“专+”网格通小程序运作过程中，

同时发挥专属网格员“地熟、人熟、情况熟”
的优势，按照事前排摸、事中巡查、事后监
管的步骤，上报工单、处置工单，形成规范
闭环管理。截至目前，专属网格员在日常
巡查中，已经上报工单处置7435单，为逐
步化解安全隐患、规范管理专业市场贡献
网格力量。

白洋湾街道以传化公路港专属网格为试
点与传化警务室警务网格充分融合，建立“平
安前哨”工作站，按照“1（站）+3（民警+交
警+特巡警）+N（网格员）+X（网格志愿者）
的组织架构，发挥双网融合的叠加作用，织密
专业市场治理安全网。

为更好地突出警网融合的优势，利用网
格化社会治理的大数据和警务大数据，五金
城、汽配城、传化公路港等6大专业市场的
2000余路监控，全部被接入街道联动分中心
监控平台，实现矛盾迅速排查，信息实时互
通、治理迅速有效，确保风险防得住，不断筑
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坚固防线。

通讯员 施新花

白洋湾街道：
发挥叠加优势，激活“网格”细胞

全覆盖打造“家门口创业驿站”，为大学生提供精准的创业服务

东港家乐社区开展“寻红色足迹
忆光辉百年”党史学习教育

6月15日，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
港家乐社区组织党员开展“寻红色足迹 忆
光辉百年”党史学习教育。

参加这次活动的60余名社区党员在
东港家乐社区党委的带领下先后来到了柳
亚子纪念馆、张应春烈士纪念馆、费孝通江
村纪念馆等地缅怀革命先辈。大家通过聆
听讲解员的介绍，观看了历史图片和实物
资料，详细了解了柳亚子、张应春、费孝通
的事迹，纪念馆内每一处都体现着他们曾
经为革命而奋斗的艰辛。在活动中，党员
同志们在庄严的党旗下，郑重地举起自己
的右手，高声宣誓，表达着自己愿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身的激奋之情。

此次活动，让大家回顾了党的光辉历
史，重温了革命精神，激发了党员们的爱国
热情，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使广
大党员能以更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到今后
的工作实践中去。 黄自逸

近日，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浪花苑社
区落实工业园区“431”专项整治精神，开展车
库专项整治行动，严格防控小区车库违规住
人现象，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唐荣荣

位于长三角腹心地带的江南水乡，小
桥、流水、人家，闲适恬淡的生活方式，让久
居都市的人心驰神往。上海青浦、苏州吴
江、浙江嘉善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文
旅领域尤为明显。

无论是小桥流水的古镇，柔美的吴侬软
语，还是相近的饮食文化，都令“青吴嘉”在
文旅领域成为了一个客源互通的市场，也具
备了联合开展全域旅游主题推广的先天优
势。

广阔的市场容量与强大的消费能力，使
得长三角腹心地带文旅产业成为区域融合
率先起步、加速奔跑的“先行者”。以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推动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更
好支撑服务国家战略，成为“青吴嘉”三地文
旅产业面临的重大任务。

“青吴嘉”打造文旅产业发展
新格局

位于长三角腹心地带，“网红”村、“网
红”景点越来越多，吸引着平日生活在城市
的人纷纷前来参观体验。

走在浙江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的乡间小
路上，各种风格的民宿让人眼前一亮。玫瑰
庄园民宿负责人严恩权介绍，民宿自开办后，
在网上受到关注，陆续有客人慕名而来。

在苏州吴江区同里古镇东北部，隐藏着
一座“氧气公园”——同里湿地公园。公园内
湖泊、河流广布，层林叠翠，竹林掩映，既有自
然风光，又有淳朴的乡野风情。这里没有城
市的喧嚣，只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嫩嫩的
草、绿绿的林……

连接青浦、吴江的元荡慢行桥是一处新
晋网红打卡点。沿着步道缓缓前行，一幅水
清、岸绿、花艳的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三地共同构建区域旅游合作
平台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背景下，苏州吴江加强区域对接，构建
区域旅游合作平台。苏州吴江区全域旅游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青吴嘉”三地共
同发布了示范区旅游线路地图，推出了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旅游LOGO，并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向广大游客展示三地的主要景点和
旅游线路。

“示范区旅游线路地图正面有三地的景
点推荐和行程安排，反面则是三地特色小吃
介绍，通过这么一张图文并茂的地图，可以
让游客在三地游玩更加方便省心。”苏州吴
江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立峰说。

此外，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还
共同推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以及一个网站，
通过智慧旅游的方式便捷三地游客。苏州
吴江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立峰
介绍，“通过‘指游吴江’网页，便可将吃、住、
行、游、购、娱全部囊括其中。”

打开“指游吴江”网页，“全域服务”板块
是最核心、最具亮点的功能。包括餐饮、住
宿、活动、出行、购物子板块，每个板块内又
有非常细致的分类，游客需要的、能想到的，
几乎都涵盖其中了，更好地为游客提供各种
旅游信息及旅游公共服务。

发挥全域旅游作用，寻求更深
层次合作成当务之急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区域旅游资源丰
富，自然和人文景观类别齐全，是我国重要
的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区，具有文化旅游
一体化发展的先天优势。

如今，苏州吴江区正在以全域思维激活
文旅融合一盘棋，打造文旅融合发展、人文
休闲发展的新地标。在“全域旅游，产业融
合”的发展方向指引下，苏州吴江不断丰富

“旅游+”的内容和方式，实现旅游与各行各
业融合发展。旅游+丝绸、旅游+研学、旅
游+赛事、旅游+美食……细分市场，精准策
划，满足游客多样需求。

与此同时，苏州吴江加快对接区域旅游
公共服务，成立“青吴嘉”三地文旅部门联合
工作组，建立区域旅游服务联盟，共同研究
旅游公共服务一体化合作事项，共同商定各
项工作协同推进表。由于长三角区域旅游
一体化长期停留在产品、市场合作层面，发
挥全域旅游的功能和作用，寻求更深层次合
作成为当务之急。

苏州吴江区将进一步加强深度对接，充
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借力“青吴嘉”
旅游联席会议平台，扮好吴江旅游在长三角
一体化中的“C位角色”，将吴江进一步打造
成长三角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东部沿海营商
环境的首选新高地、文化旅游与现代产业完
美融合的最佳示范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毕荣
实习生 梅方滢

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共享江南水乡美景，长三角腹心地带全域旅游正当红

落实“ 431”专项整治，
严控车库出租

江南水乡美景江南水乡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