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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示肯定“苏州模式—千灯方案”

助力
“巾帼”创业
撑起美丽
“半边天”

千灯法庭审判新模式全国推广
本报讯（记者 陆 娟）日前，最
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
江苏省法院报送的《江苏法院推出
“苏州模式—千灯方案”深度应用电
子卷宗实现无纸化网上办案》简报
上批示：
“要在全国大力推广。”最高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在
简报上批示：
“这是文档电子化与卷
宗自动生成的典型，工作做得扎实，
应向全国推荐学习。
”
昆山法院在以“电子卷宗+全景
语音+智能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智
慧审判苏州模式”基础上，在千灯法
庭试点，抓好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
成、智能编目基础工作，推动审判流
程再造，实现无纸化网上办案，形成
了可复制、易推广的智慧审判一体
化解决
“苏州模式—千灯方案”。
近年来，随着受理案件数量的

全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召开

逐年增多，昆山法院以苏州中院智
跟随法官办案的书记员角色不再存 “人案矛盾”
这一基层法院的痼疾，
更
慧审判模式在全国推广应用为契
在，
其中一部分书记员转换为法官助
在于流程再造所引发的管理、监督模
机，主动向科技要生产力，自觉将信
理，
另一部分书记员转入服务中心从
式的转变。
息化手段贯穿于立案、审理、执行全
事辅助事务。法官收阅电子卷宗后，
基层司法智能化一体化方案
“苏
过程。2017 年，该院被确定为“繁
通过系统向服务中心发出移送评估
州模式—千灯方案”的运用，使法庭
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在苏州
鉴定、保全和报结等指令，服务中心
审判质效大幅提升，
审务监管更加精
地区率先成立诉调对接中心，充分
完成指令后 24 小时形成电子卷宗。 准，
“人案矛盾”明显缓解。据统计，
发挥科技驱动作用，大力推进繁简
电子卷宗随办案进程同步网上流转， 从今年 4 月运行至今，
千灯法庭收案
分流。在推进过程中，昆山法院坚
全程网上留痕，
纸质卷宗从开始在智
763 件，结案 656 件，人均月结案 41
持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自主研发
能中间库暂存直至归档，不再流转。 件，同比上升 39.8%；诉讼各环节产
案件繁简智能分流系统和道路交通
昆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韦炜认为， 生的材料均在 24 小时内形成电子卷
事故案件文书一键生成系统，出台 “千灯方案”是一次改变传统审判模
宗，法官事务性工作减少约 50%；庭
了《千灯人民法庭无纸化网上办案
式的尝试，
其作用不仅在于简单解决
审实现电子化，
效率提高 50%以上。
操作流程》等规定，4 月初试点工作
在千灯法庭拉开序幕。
“千灯方案”将传统“法官+法官
助理+书记员”的团队审判模式，改
变为由“多个法官+法官助理”共享
一个辅助事务服务团队的审判模式，

平安法治杯

本报讯（记者 刘 馨）今年
兴趣。两年多来，
累计发放各类
是我市“十三五”妇女儿童发展
创业补贴 1536.33 万元，发放创
规划的中期评估之年。昨天，
全
业 贷 款 2.812 亿 元 ，成 功 扶 持
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召开，
部署
2192 名女性创业，带动 10377
即将开展的中期评估工作。副
名女性实现就业。
市长李文出席会议。
昆山“十三五”妇女儿童发
“十三五”
以来，
我市大力实
展规划实施以来，
我市围绕妇女
施妇女创业就业援助项目，
打造
儿童普遍关注的民生实事，
制定
“鹿丽创梦空间”女性创业孵化
妇女创业就业援助、农村妇女
基地，
为女性创业搭建集孵化培 “两癌”检查、爱心母婴室创建、
育、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合作交
困境儿童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建
流、风采展示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设、家校合作昆山实验区建设、
的女性创业服务平台；
实施女企
出生缺陷社会化干预工程等实
提素工程，
打造女企
“大咖秀”
等
事项目，
不断提升妇女儿童的安
一批有影响力的服务项目，
为女
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目前已基
本实现先心病儿童手术免费、家
性创业致富插上“翅膀”；培育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100%覆
“电商女达人”
“ 新型女农民”等
盖目标，建立起孕前、围产期、
创新富民女性带头人，
树立创业
0~6 岁儿童全链条健康管理。
典型，
不断提升妇女创业意识和

好新闻竞赛

日本·大阪神户国际艺术节上创佳绩

昆山青少年获三项金奖
本报讯（记者 马 萍）8 月 7
日，从日本大阪传来喜讯，昆山
城市青少年管弦乐团在日本·大
阪神户国际艺术节上获得团体
金奖和两个单项金奖。
8 月 6 日，由国际音乐舞蹈
交流促进会主办的 2018 日本·
大阪神户国际艺术节开幕。据
了解，
该艺术节是一项具有国际
性、专业性、权威性的艺术盛典，
自 2015 年开始每年暑假举办。
除了开幕式音乐会及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
本届艺术节还分组别
及专业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比赛。
大赛分钢琴、民族乐器、管
弦乐、声乐、舞蹈五个类别。昆
山城市青少年管弦乐团的 54 名

随着越来越多专业足球赛事
登陆昆山，
我市掀起了足球热，
绿
茵场上多了许多青少年的身影。
图为小球员在练球。
记者 徐 冬 摄

巴城上榜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

以精致精细管理展现
“最靓颜值”

本报讯（记者 宋桂昌）8月6
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
公厅联合公布了 2018 年全国农
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
江苏
省共有16个乡镇入选，
其中巴城
镇成为苏州地区唯一上榜区镇。
根据要求，
农业产业强镇示
范建设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推
动与农民建立契约型、股权型等
利益联结机制，
直接带动农民致
富增收。各省要根据通过审查
的示范镇具体情况，
按照相关因
素测算下达中央财政补奖资
金；
鼓励各地整合其他相关渠道
资金，
利用财政资金引导撬动金
融、社会资本投入建设，共同推
进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发展。
近年来，
巴城镇以培育优势
产业和主导产品、发展农业龙头
企业为重点，
积极调整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名特优产品
的生产，全面推行规模经营，农

“美丽昆山”建设点评会对标找差补短板
本报讯（记者 张卉春）不讲成 “美丽昆山”建设，展现昆山“最靓颜
环境两项提升行动，全方位推进“美
绩 、只 讲 问 题 ；不 说 套 话 、只 讲 举
值”
。副市长徐敏中参加会议。
丽昆山”建设，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措。昨天下午，我市召开“美丽昆
今年以来，我市通过制定“美丽
同时，发布《昆山市城市道路杆件整
山”建设点评会，对照市委十三届五
昆山”建设三年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合与管线标识设置导则》
《昆山市农
次全会提出的最新要求，对标找差
和 16 项子行动方案，采取“项目式
村房屋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制订
补短板，并动员全市各区镇、城市管
推进、分批整治销号”，建立督查体 “工地围挡设置规范和隔离设施设
理办事处及相关部门重点推进管线
系等举措，以“任务清单化、清单指
置标准”
等，
立定
“昆山规矩”。
标识标牌和箱柜整治提升及违法建
标化、指标数字化”，大力实施美丽
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报告明确
设整治等工作，进一步在精致精细
家园、美丽街巷、美丽镇村等三项工
提出，要“聚力污染防治，聚焦城市
管理上下功夫，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程，开展城市道路畅行和交通干线
更新，着力描绘美丽昆山的‘最靓颜
值’”，对“美丽昆山”建设提出更新
更高要求。为此，点评会提出，要针
对“美丽昆山”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城市功能品质有待优化、城乡环境
面貌有待改善、建设管理精细化不
够、
‘ 信息孤岛’亟待破解”等问题，
市城管委协办
高水平谋划，高标准统筹，高效率推

聚焦
“美丽昆山”
建设
实现城市
“全新一跃”

昆山水乡文化旅游公路品牌名征集
一路通，则百业兴！
阡陌交通，不仅仅是方便出行，更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先行工程。
近年来，昆山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要求，立足服务农村产业和全域旅游的转型升
级，高质量提升农村公路通达、游憩、生态、文化、体验等
功能品质，加快形成“一环三片”水乡文化旅游公路格
局。
为充分展示我市公路建设成果，提升公路建设文化
内涵，即日起，昆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昆山市交通运输
局联合开展水乡文化旅游公路品牌名征集活动。希望
通过您的智慧，打响昆山公路新名片，让昆山公路与“美
国 66 号公路”一样名扬四海。
一、征集内容
昆山水乡文化旅游公路品牌名
二、征集时间
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三、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116401355@qq.com。如有作品报送
等方面的疑问，请直接联系征集组委会（联系人：梅思
亮，电话：
0512-50326262）。
2.投稿形式:来稿需注明公路品牌名称标识征集字
样以及姓名、单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手机）。
四、征集对象
个人、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广告公司、设计公司、相

关高校）等均可。
五、征集要求
1.作品必须紧密结合“昆山水乡文化旅游公路”，体
现公路特色文化内涵。
2.作品要体现昆山城市形象，彰显城市精神和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
3.作品要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以四字或八字为宜。
作品须附上 100~200 字的创意说明。
4.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严禁抄袭、剽窃他人作品，
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资格，由侵权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供
稿者负责，
与活动主办方无关。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奖金 5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 3000
元；
三等奖 3 名，
奖金 1000 元。
七、其他事项
1.应征品牌名应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我国社会公
序良俗的要求。
2.获奖作品的著作权全部归主办方所有，一经选用，
主办方拥有获奖作品的著作权，有权对涉及作品进行修
改、组合和应用，
且无需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3.最终获奖作品，
由作者提供原始设计文本。
4.主办方保留对此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昆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昆山市交通运输局

小乐手与众多参赛选手同台竞
技，凭借现场演奏的《北京喜讯
到边寨》
《织网》，斩获管弦乐大
赛团体金奖；
张雯婷和潘昱洁获
得钢琴大赛金奖。艺术节上，
昆
山城市青少年管弦乐团还应邀
参加了开幕式音乐会演出。小
乐手们精彩的表演，
展现了我市
青少年管弦乐团较高的专业素
质。
昆山城市青少年管弦乐团
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是从事非营
利性社会活动的公益乐团，
目前
共有团员87位。自成立以来，
乐
团多次与国内外一流的音乐家及
乐团零距离接触，
并多次成功举
办各类音乐会。

进，重点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违法
建设整治以及管线标识标牌和箱柜
整治提升等工作，使“美丽昆山”建
设力度再
“加码”
提升 。
其中，
在精细化管理方面，
要高标
准加快老小区和农贸市场改造，
重点
攻克油烟扰民、
破墙开店等难点问题，
加快城市更新等，
着力完成一批高品
质的
“美丽昆山”
建设项目；
在违法建
设方面，
要按照
“先难后易”
的思路，
排
出一批重难点违法建设，
通过向突出
难题开刀，
整出声势、治出典型，
并建
立长效机制；
在管线标识标牌和箱柜
整治提升方面，要加快打造一批精
品，形成昆山的亮点和特色，提升城
市形象，
让城市品质更精致、
管理更精
细、
环境更精美。

林牧副渔生产呈现出迅猛发展
的良好态势；
高标准推进现代渔
业园区建设，打造标准化、生态
化、规模化、信息化的水产养殖
基地，提档升级渔业生产环境。
巴城镇高标准粮油基地规划总
面 积 5556 亩 ，涉 及 14 个 自 然
村，基地总投资达 8600 万元，
2017 年 3 月被列入第二批江苏
现代农科科技综合示范基地。
巴城镇万亩优质葡萄基地始建
于 2006 年 底 ，目 前 种 植 面 积
7000 亩，已累计投入 1.5 亿元，
吸纳 1268 户农户参与经营“葡
萄经济”，解决近千个农村劳动
力就业。

遗失启事 以下证件声明作废 咨询电话：57509188 / 57509198
昆山赛般言五金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编号 320583000201708220411。
徐

娟

遗

失

执

业

证

， 号

许可证，核准号 J3052016815301。
码

02000332050080002014015523。
昆山市司法局遗失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 2 份，号码 0713302122（金额 30000 元）、
0713302130（金额 30000 元）。
昆山市法治宣传教育中心遗失江苏省非税
收 入 一 般 缴 款 书 ，号 码 0713304355，金 额
120000 元。
昆山市玉山镇威思朗贸易商行遗失公章，号
码 3205832978410；财 务 专 用 章 ，号 码
3205832978412；法 人（ 熊 东 丽 ）章 ，号 码
3205832978413。
昆山市玉山镇华林金蝶门业经营部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52007111201。

昆山市玉山镇斯蒂尔精密模具厂遗失开户

昆山市彬致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52024589801。
江苏菲速机电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编号 320583000201801050123。
程哲遗失昆山市交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发票，号码 01450970，
金额 1629 元。
徐

航

遗

失

身

份

证

， 号

码

320583199208114212，有 效 期 限 2010 年 6 月
20 日-2020 年 8 月 20 日。
昆山粤味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编号 320583000201705310646；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32058300020170606009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