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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全区各级人大和全体区人大代表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
真落实区四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各项决议和$关于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的意见%"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加强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意见"

依法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为推动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涌现了一批积极开展代表活
动"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鼓励先进"进一步提
高代表活动成效"决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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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代表小组#

!

个区代表专业组#

(

个人大
代表之家#

)

个人大代表工作室#

$

个办理代表建议单位#

*+

名区人大
代表#

&"

名人大工作者#

&"

名人大工作联络员和
'

名人大宣传工作通

讯员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再创佳绩& 全区各级人大和全体区人大代表要努力学习先进"牢记
使命"履行职责"以更饱满的精神#更务实的作风"为把锡山打造成苏浙
沪地区'创新#兴业#宜居#乐活(优选理想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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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亭街道明泉社区人大代表工作室
安镇街道鑫安居委人大代表工作室
羊尖镇社区居委人大代表工作室
鹅湖镇人民路社区人大代表工作室
东北塘街道锦旺新村社区人大代表工作室
锡北镇新明人大代表工作室
东港镇华东村人大代表工作室
云林街道第一选区人大代表工作室
厚桥街道第二选区人大代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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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 区教育局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区城市管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锡山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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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智平 曹士良 李 杰 周 娴 冯科杰 董 琰 陆利清 倪增兴 钱万丰 殷继福
许静娟 孙 明 王荷英 俞晓伟 朱小红 华志伟 华秋兰 石燕萍 王晓岚 周优跃
孙叙芝 吴建洪 蔡子祥 孙畚珍 张仁章 陈晓军 贺庆山 周敏莲 肖莉莉 靳 芳
高 宏 周晔 潘福兴 匡 正 章光虎 俞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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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华 陈丽盛 陈惠明 胡奇亭 姚文明 朱晓杰 严晓晔 辛柏宏 费月英 李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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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寅 施伟杰 陈 群 徐 军 李国栋 华路芳 姚志兴 高海英 刘光大 弓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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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晔 卢 煜 陈丽盛 姚文明 童仲伟 辛柏宏 李心雨 杨 晓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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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全区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积极参与#务
实作为&希望大家按照区委的决策部
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协商民
主实践"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创新民
主监督路径"在锡山打造苏浙沪地区
'优选理想地(的征程中奋发作为#再
立新功&借此机会"我代表区委"对政
协工作提几点希望&

一#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党的领
导不动摇& 要站稳政治立场"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领政协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 "毫不动摇坚持党
的领导 "切实增进政治认同 #思想
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坚定
'四个自信 ( #增强 '四个意识 ( #践
行 '两个维护 ( & 要坚决贯彻执行
党委的决策部署" 紧扣党委中心工
作"高定位#高标准谋划开展政协工
作"做到与党委方向一致#目标一致#

步调一致&

二#集众智#谋良策"服务发展大
局不停步&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要把助推发展作为履职第
一要务"聚焦区委区政府关注的重点
问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找准服
务全区大局和发挥自身优势的结合
点&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要
更加准确#更加合拍地把握全区阶段
性发展特点和目标定位&要围绕将锡
山打造成为苏浙沪地区 '优选理想
地( 的目标" 在苏浙沪地区分析#比
较#审视锡山"了解研究这一区域哪
些地方在哪些方面有好的思路#好的
做法 #好的经验 "充分 #深入开展调
研"提出有深度#有分量#有价值的意
见和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
供帮助& 要主动为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牵线搭桥"让更多项目#更多人才
落户锡山& 要围绕民生事业发展#农
村住房翻建 #村级 '三资 (管理 #环
境整治等方面进行民主监督 "组
织开展好委员视察 #民主评议等监
督活动"做到区委区政府的工作推进
到哪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就跟进
到哪里" 助推各项决策部署高效落
地#见效&

三#增共识#促团结"广泛凝聚合
力不放松& 把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贯
穿于政协工作的全过程" 做好联系
人#团结人#鼓舞人的工作"不断巩固

齐心协力#团结共进的良好局面& 要
充分发挥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联系广
泛的优势"积极开展宣传"及时准确
地把区委描绘的发展蓝图#明确的发
展思路#作出的决策部署传达到社会
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要
推进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
协商机制"高质量组织开展好专题协
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
商等活动" 让各界诉求充分表达#各
种意见充分交流"推动区委区政府决
策更加科学#民主& 要进一步加强与
各民主党派#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系"不断扩
大团结面&

四#提水平#树形象"加强自身建
设不懈怠&区委提出要坚持高定位高
标准的工作理念"各级政协组织也要
树立这样的理念"与时俱进加强自身
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和参政议政的水平& 要按照$关于加
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
若干意见%的要求"以党的建设推进
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要加强和
改进政协工作"积极拓展政治协商新
领域#开辟参政议政新途径#探索民
主监督新形式"更好肩负起新时代人
民政协的新使命& 今天"与会的各位

政协委员都是社会各界的杰出代表#

优秀人才"希望大家认真履职#主动
履职#尽心履职"在锡山打造苏浙沪
地区'优选理想地(的征程中施展才
华#实现价值&

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全局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委将一如既往地
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把政协工作纳
入总体部署和重要议程"及时研究解
决政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政协履
职创造良好条件"确保人民政协政治
有地位#建言有机会#出力有舞台&各
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政协履行职能"

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 积极采纳#

认真办理政协提出的各类建议 #提
案"着力营造各方关心#支持政协工
作的浓厚氛围&

各位委员#同志们"团结铸就伟
业"奋斗实现梦想& 让我们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和衷共济#

携手并进"不断谱写政协事业发展新
篇章"为锡山加快打造成为苏浙沪地
区'优选理想地(而努力奋斗)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
位委员和同志们身体健康# 工作顺
利"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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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红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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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建国
$"

周
年"政协成立

$"

周年"也是我区深入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高定位#高标准
打造苏浙沪地区'创新#兴业#宜居#乐
活(优选理想地的关键一年& 今年"区
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在中共锡
山区委的领导下" 牢牢把握团结民主
两大主题" 按照区委四届六次全会的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确
立 '汇聚强大正能量" 服务优选理想
地(的履职主线"坚持使命引领"强化
责任担当" 以政协的高质量履职助推
锡山的高质量发展" 为锡山打造苏浙

沪地区'创新#兴业#宜居#乐活(优选
理想地# 争做全市增长极贡献更多政
协智慧和力量& 要坚持以新思想为总
纲"高站位加强政治建设+坚持以新战
略为导向 " 高质量履行参政职能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水平服务民生
福祉 +坚持以聚合力为主线 "高定
位推进协商民主+ 坚持以强自身为基
础"高标准锤炼履职本领&

在我区的江苏省十二届政协委
员#无锡市十四届政协委员+曾经担任
过原无锡县#原锡山市#锡山区政协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和统战部长职务的
离退休老领导+ 区级机关各部门和驻
区各条线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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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锡山区住建局获悉"

我区在全省率先开展房屋安全管理
商业保险试点" 为

!),+

万平方米的
区直管公房和托管房屋投保"保障居
民生活安全& 今年元旦过后"保单正
式生效"为期一年&

城市化进程中"有一大批建于上
世纪

$%-)%

年代" 甚至新中国成立
前的公房" 因结构老化日益严重"落
下'病根("安全隐患逐年增加& 据统
计"锡山区直管公房约

&&

万平方米"

托管房屋约
&',+

万平方米"涉及约
&

万多位居民"多为老年人#无房户&托
管房屋包括广瑞一村#二村#三村#野
花园#广丰二村#三村#江海新村#柴
机新村#柏庄一村#风雷新村等一批
老新村& '这些房屋目前不具备条件
拆除置换"仍需要利用并保障群众的
生活和生产需求&但随着房屋老化程
度加剧"管理成本也在增加"每年光
修缮养护资金就要近

!(%

万元& (区
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这些房屋
购买商业保险" 能够弥补资金不足#

人力不足等问题&据了解"保费为
!),

.

万元" 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
平方米保费不到

#

元& 保额达
.,)

亿

元"包括房屋损失赔偿费#倒塌临时
安置费#撤离临时安置费#人身伤亡
赔偿费等&

近年来"房屋安全管理工作已越
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苏
省政府更是不断加强房屋安全管理
工作" 鼓励和指导各地开展管理
模式和工作措施的创新& 我区认真
学习借鉴先行地区成功实践经验 "

主动探索我区房屋安全管理创新
举措 "经区住建局会同市房屋安全
鉴定中心#保险服务专业机构等多次
研究会商"在全省率先完成房屋安全
管理商业保险试点工作&其具体功能
如下*

保险功能&一旦出险后由保险机
构按照合同约定和险情分别赔付相
关费用" 主要包括房屋损失赔付费
,

!(%%

元
/

平方米-#倒塌临时安置费
,

&

元
/

平方米
/

天-#撤离临时安置费
,

&

元
/

平方米
/

天-#人身伤亡的赔偿
费,

(%

万
/

人"医疗
&%

万
/

人-等费用&

服务功能& '保险
0

服务(是该类
商业保险的最大特色和亮点"也是值
得各地试点推广的核心和关键&保险
专业机构首次将保险补偿与房屋安

全管理有机融合"即由保险专业机构
委托具有房屋专业管理能力#安全监
测资质和设备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被
保险房屋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监测等
工作&

技术保障&优化房屋安全管理日
常工作"借助保险公司提供的专业力
量"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完善房屋安
全管理档案及信息系统"将监管房屋
纳入不同安全级别" 实现精细化#差
别化管理&实现重点监管房屋动态监
测"开发安全动态监控系统平台及手
机巡检和巡更系统"对有重大安全隐
患的房屋实行

!.

小时智能化# 动态
化安全检测"可实现及时掌握房屋安
全数据变化"并第一时间预警"为组
织排险创造条件和时间&

节约成本&随着区政府直管公房
和托管房屋结构老化日益严重"房屋
的安全隐患也在逐年增加"所要投入
的管理成本,财力#人力#物力-等也
必然在增加&但是这些房屋仍需要利
用并保障当地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需
求"特别是属于私产的托管房屋的安
全管理工作是个棘手难题&因此通过
为这些房屋购买商业保险"可以锁定

今后若干年的部分经费支出"一方面
可减少往年常规安全巡查等的部分
支出以及不可预见的费用

1

发挥保险
的经济补偿作用+另一方面可适度缓
解经费增长的幅度"发挥保险的分摊
损失,支出-作用"降低专业技术服务
高额费用"如实施房屋动态监测的费
用很高&

老房问题并非一朝一夕"需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专业技术支持和大数
据的长期跟踪和技术分析以及技术
服务&'现场扫一扫二维码"房屋信息
一目了然& (据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每栋建筑都有唯一二维码建
档"专业人员从房屋户外检查#入户
检查#结构裂缝检查与跟踪#倾斜监
测#结构沉降或振动监测#状况摸排#

应急检测等七个方面进行巡查"运用
手机

233

实现老旧房屋安全管理的
无缝对接& 高精度传感设备将

!.

小
时动态监测" 发现问题手机预警"基
层社区,房管员-#乡镇,街道-#建设
局#区政府四级快速联动"提升应急
解危效率"最大限度保障生命和财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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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 #

月
#

日起"新一轮个税
改革全面落地实施& 为保障改革顺利
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锡山区税务局根
据新个税的实施时间 " 提前筹划 "

详细制定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
山区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扣缴
义务人及纳税人的宣传辅导方案%"确
保纳税人享受到改革红利&

提前谋划#明确目标#落实责任&

一方面" 区税务局明确了 '三个百分
百(的工作目标"即确保

!%#)

年
#

月
#

日前对有扣缴综合所得税款的扣缴
义务人实现面对面辅导

#%%4

全覆盖+

对重点扣缴单位实现面对面或上门辅
导

#%%4

全覆盖+宣传产品扣缴义务人
推送率

#%%4

全覆盖"帮助扣缴义务人
和纳税人掌握政策要义要点和基本系
统操作&另一方面"明确了两级责任主
体"从十二月上旬到

!%#)

年一月底分
三个时间段" 分别明确了区局机关和
税务分局,所-两级责任主体的合计十
七项具体工作任务" 其中区局机关七
项"主管税务分局,所-十项&

党团先行#聚合力量#优化团队&

面对个税改革实施的时间紧# 任务重
的局面"区税务局号召成立了'党员先
锋队(#'青年突击队("青年团员#党员

干部均积极参加个税改革的宣传实施
工作& 突出工作重点"优化人员组合"

成立了公检法#医疗卫生#教育#党委
政府和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等五个工作
组& 这五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各自板块
的个税宣传讲解和具体落实工作"起
到了绘点成线# 以点带面的良好工作
成效&

迎难而行#有求必应"耐心#热心
换来纳税人的省心#舒心&各工作小组
面对数量庞大而没有具体联系人的辅
导单位"不畏困难#加班加点"穷尽各
种方式获取各个单位的联系电话"第
一时间与各单位取得联系" 争取各单
位对此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耐心#热
心的做好每一户单位的业务讲解工
作&

#!

月
!)

日最后一个工作日"各工
作组还主动回访各单位" 再次通过细
致的讲解宣传"扩大了工作成效&

截至
#

月
.

日" 全区局个税
233

注册面达到
*(4

以上+全区有个税企业
户

.%)+

户"已辅导
.%)+

户"达到
#%%4

+

有个税纳税人数
)%.!$

人" 累计已填
写人数

(!(%'

人" 累计成功导入人数
!#%+#

人"累计导入成功人数占有税纳税
人数比为

!*,!)4

"在全市排名领先&

''''''''''''''''7'( )�q

PQPRST UVWVXY

%)�Ë*+,-./\J0)12

!.E%&FG

东亭代表小组 安镇代表小组 鹅湖代表小组
锡北代表小组 东港代表小组

!.H%&IJG

内务司法代表专业组
教科文卫代表专业组

!"9$%&KL

羊尖镇人大代表之家 鹅湖镇人大代表之家

东北塘街道人大代表之家 云林街道人大代表之家
厚桥街道人大代表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