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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洪绍
敏 徐悦箫）近日，县司法局组织
召开行政复议工作新闻发布会，
深入推进我县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落实落地。

行政复议是指申请人不服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向其
上级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机
关进行复议审查，并作出复议决
定。今年以来，县司法局共收到
行政复议申请 93件，办理去年结
转案件 5 件，受理 79 件，已审结
62件，据统计，上半年直接纠错

率达 33.33%。
今年7月1日起，依据中央关

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精神，我
县根据省、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要求，试行集中办理行
政复议案件。发布会上，县司法
局相关负责人对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主要做法进行了解读，并通报
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针对媒体
关心的行政复议定义、可申请行
政复议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有
无期限限制等问题，县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一一作了解答。

行政复议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

上半年直接纠错率达33.33%

计 划 检 修停电通知
(20211006b)

11月 9日 8:00-16:30 为了
南通如东 10kV渔东线 83号支接
等线路维修工程施工，需计划停
电。10kV渔东线74号杆何丫村1
号分段开关至10kV渔东线83+18
号杆搭头线至10kV长卫线156号
杆搭头线后段线路停电检修。

11 月 10 日 8:00-14:00 为
了南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
需计划停电。20kV富城线 29号
杆明杰分路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检修。

11月10日8:30-17:30 为了
南通如东35kV开发变新建10kV7
号线工程工程施工，需计划停电。
10kV凌南线0号杆至10kV凌南线
49 号杆闸西村 1 号分段开关至
10kV凌南线凌工支线14号杆搭头
线至 10kV凌南线凌西支线 10kV
前进村 4213/4532 联络开关至
10kV环渔线135号杆闸西村1号分
段开关至线路段停电检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11月2日

位于袁庄镇的江苏通能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
从事蒸压加气 ALC 建筑板材制
造与销售的企业，总投资2.25亿
元，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预
计建成达产后年销售额达1.8亿
元，图为一期主体厂房正加紧建
设中。

全媒体记者 曹 磊 陈秀斌
特 约 记 者 丁甫其 摄

百年老校掘港小学以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教育思想为指
针，坚守“以文化人，儿童至上”的办学
理念，以“大爱心，微行动”为实施路
径，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艺术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先
进集体、全国读书育人特色学校、全国
百强特色学校、江苏省文明校园等二
十多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锤炼“樟园先锋”团队，思想道德
教育好

“作为一名学校行政人员，我们要
在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教学两方面都
要成为全校师生的带头人，只有学校
领导班子凝心聚力，肯吃苦、善协作，
我们才能带出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
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沙建华倡导以“双带头
人”工程引领学校班子建设。走进菁
菁樟园，一群率先垂范、爱岗敬业的教
师们坚守教学一线，如东教育“六个特
别”精神在他们身上闪耀；他们凝心聚
力、奋勇争先，努力提升学校办学品
质，擦亮掘港小学“爱的教育”文化品
牌。

全面落实校务公开、推行党政联
席会议制度、发挥教代会职能作用、行
使民主评议干部并参与“三重一大”决
策的权力……这些同样是掘小教育工
作的日常。为了切实做好家校沟通，
学校成立“慧·爱”家长学校，每月通过
专家报告、经验分享、案例剖析等丰富
多彩的形式，给家长们带去先进理念、
育人智慧，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教育体系。

每日“学习强国”、每周“政治理
论微宣讲”、每月“三会一课”……多
样化的学习，提升了全体教师的政治
意识，激发他们坚守教育报国的初
心，切实担当起立德树人的使命。“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抗疫
精神，掘小人在行动”“致敬百年，做
党的红孩子”等一系列主题实践活
动，孩子们在体验中感受爱如春风，
内心激荡起爱国情怀、民族自豪和文
化自信。

2020年，如东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这一年，作为县城学校，掘港小
学成立“爱心园丁”志愿服务队、“小溪
流”志愿服务队，以常态化组织师生开
展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助力文明城市
创建。创文应知应会入户宣传、墨香
家风浸润童心、禁毒宣传进社区、一杯
姜茶温暖一座城……全体师生在践行

“奉献、有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中传递温情、勇于担当。

学校先后被评为南通市优秀基
层党组织、南通市“一校一品”党建文
化品牌、如东县创文先进单位、如东
县党员冬训优秀组织奖，沙建华、朱
洁芬获评南通市“双带头人”党员标
兵称号。

打造“微爱德育”品牌 活动阵地
建设好

学校积极培树“微爱德育”阵地品
牌，探索“五好少年”全息评价体系，促
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以“校园节日”
为平台开展德育活动，以“八礼四仪”
为载体开展各种仪式活动，以“主题活
动”为抓手完善评价体系……在整体
策划的基础上，“小溪流微爱”寻访、

“青少年党史学习”等特色活动应运而
生，全体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活
动凸显参与全员化、学习情境化、组织
立体化、内容系列化，学习典型事迹、
寻访红色记忆、感受家乡巨变，引导他
们学党史、感恩党、跟党走，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

在如东县青少年党史宣传教育
现场推进会上，沙建华校长说：“铭

记党史,一颗童心永向党；致敬百年，
讴歌奋进新时代。学校以持续擦亮

‘微爱德育’品牌为引领，以党史学
习教育为主线，寓教于乐、融情于
理，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全
体师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感
悟。”在学校“微爱德育”阵地品牌的
影响下，2019年以来，学生参加各类
竞赛获奖人次达 2100 多人，组队参
赛荣获县级以上团体奖 30 多次，学
校被评为南通市小学英语学科德育
基地，省重点规划课题《“爱的教育”
背景下小学德育特色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顺利结题。

该校还深入开展“慧学课堂”改
革，扎实推进“双向培养”机制，促进
自身协作能力、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的整体提升，以轻负担高效能全面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承办南通市
课程改革现场推进会、南通市学科德
育工作推进会，“慧学课堂”走进成
都、陕西、无锡、镇江等地展示，通过

“名师团队”引领，展示“慧学课堂”研
究成果。

“容和书社”作为我县学校层面
唯一入选的优秀阅读推广组织，通过
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切实提升师
生及家长的文化底蕴、综合素养。学
校先后承办如东县书香校园现场会、
科普共读分享会等活动，获评如东县
书香校园、最美阅读空间、创意读书
品牌等荣誉。作为江苏省首批教师
发展示范基地校，学校先后承办全省
乡村领军校长培训班、句容骨干教师
跟岗研修等活动，学校获评南通市课
改样板学校、英语和道德与法治学科
基地考核一等奖。学校工会年年获

评如东县优秀基层工会组织，学校
“教工之家”平台定期组织教师开展
团队熔炼、志愿服务、竞技竞赛、节日
联欢等活动。

推进“情智校园”建设，校园环境
建设好

在“爱满天下”教育思想的指导
下，学校秉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
的文化主张，“容和”文化给全体掘
小人生生不息的鞭策，给学校办学
源源不断的滋养。香樟大道、爱心
广场、翰墨林、博爱墙、爱语长廊
……漫步菁菁樟园，处处生机盎然，

“樟园十二景”更是充分发挥文化育
人的功能。

学校注重利用网站、微信公众
号、文化长廊、校园广播台等及时宣
传师生特色活动。3年来，学习强国、
人民日报网、人民法制网、江苏文明
网、南通日报、如东电视台、如东文明
网等各类主流媒体先后宣传报道学
校特色活动 200多次。学校“容和文
化”办学主张、管理经验多次在各级
现场会作经验介绍，在市内外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聚力学校发展，加大情智校园建
设力度，借助校园一系列硬件设施升
级改造，该校进一步提升“爱的教育”
办学品质；全面贯彻落实各级教育改
革发展纲要，科学制定学校“十四五”
发展规划，高效落实教体局各项重点
工作；学校全体行政班子积极投入集
团校解放路小学的工程建设、文化打
造、招收新生、师资配备等工作，百年
老校迈入办学新征程。

用用““爱爱””滋养文明之花滋养文明之花
———掘港小学创建省文明校园工作纪实—掘港小学创建省文明校园工作纪实

□□ 通讯员通讯员 李玲玲李玲玲

江苏省文明校园巡礼

本报讯（通讯员 张晨 朱晓
慧）近日，在如东生态环境局联合
如东经济开发区召开的2021年秋
冬季大气管控告知会上传出信息：
截至10月24日，如东县PM2.5浓
度值为 21.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11.5%，优良天数比例为89.9%，
同比上升2.3%，在全市位于前列。

会议对 22 家重点企业进行
培训。为进一步提升涉气企业环

境管理水平，优化空气环境质量，
提高群众对大气环境的满意度，
我县将进一步抓实秋冬季大气管
控工作，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管
控措施，重点VOCs监管企业要
按时完成一企一策制度和深度治
理工作，实行源头替代，使用低挥
发性有机物原料替代生产，制定
秋冬季减排工作工程，开展秋冬
季特殊天气管控巡查工作。

2021年秋冬季大气管控告知会指出——

我县优良天数比例位居全市前列

遗 失 启 事
如东县兽医行业管理协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宁惠）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近日，
我县启动 3至 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据了解，目前我县 3至
11岁儿童约有 4.5万多人，凡在园在
校师生，均由所在学校与接种单位联
系确定时间，预计 2021 年 11 月中旬
前完成首剂接种，12月底前完成全程
接种。

儿童是新冠肺炎易感人群，幼儿
园、小学是人员密集场所，一旦有疫

情发生，易造成局部传播流行。接
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有效的办
法。县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副科长
侯雪波表示：“3 至 11 岁儿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原则是按照知情、同意、
自愿原则，全县适龄无禁忌儿童‘应
接尽接’。”据了解，现阶段我县 3 至
11岁儿童使用的疫苗有：国药中生北
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和国药中生
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后续将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统一安排，将其他获批疫苗纳
入接种范围。

儿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同样实
施居民免费政策。接种时，监护人
需携带儿童预防接种证、儿童身份
证（如无身份证，需携带有儿童身份
证号码的户口本）前往就近的接种
门诊打疫苗。监护人可关注县卫健
委、疾控中心等官方发布平台相关
信息。

“3至 11岁儿童新冠病毒疫苗不
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应与接种其
它疫苗间隔 14天以上。监护人需要
注意的是，儿童应优先接种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但如果遇到动物致伤、外
伤等情况，需紧急接种狂犬病疫苗、破
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时，可不考虑与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侯雪波提
醒，监护人应充分了解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禁忌症。如对新冠病毒疫苗成
分过敏，患有未控制的癫痫，或其他严
重的神经疾病，都不宜接种。以前接
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也要
谨慎考虑。如孩子患有哮喘等慢性疾
病长期服药，须向医生说明情况，请医
生进行评估。

“灭活疫苗属于预防性生物制品，
少数人群接种后，可能会有发热、乏力
等流感样反应，接种部位疼痛，消化道
症状如食欲不佳等，这些是正常反应，
请监护人注意观察判断。”侯雪波表
示，“任何疫苗的有效性都不能达到
100%。即便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监
护人仍要教育儿童做好防护，注意勤
洗手、少聚集、一米线、分餐制，坚持科
学戴口罩等。这不仅有利于阻断新冠
病毒传播，对于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
病同样有效。”

我县启动3至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民生民生民生

我个体位于如东县栟茶镇
三星村十组。2021 年 9月 2日，
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检查时发现，我个体租赁如东
县栟茶镇三星村十组南通中旺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最北侧车间
经营的塑料粒子加工项目在未
经环评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
开工建设，该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相关规定，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责
令我个体在 15日内恢复项目建
设前原状，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公司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
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
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
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自
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经营者：张卫民

2021年11月2日

我个体位于如东县栟茶镇江
安村北凌河南侧。2021年 10月
24日，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
法人员检查时发现，我个体露天
堆放有废钢材边角料、钢砂等一
般固废，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进行贮存，该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相关规定，南通市生态环境
局责令我个体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对露天堆放的钢材边角料等
一般固废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进行贮存，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个体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
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
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
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自
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
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如东江安船舶修造厂

经营者：吴爱东
2021年11月2日

我个体位于如东县栟茶镇江
安村 27组。2021年 9月 2日，南
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检
查时发现，我个体向泥地排放清
洗水泥罐车所产生的超标废水，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南通市
生态环境局责令我个体立刻改正
超标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并处
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公司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

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
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
保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
为，自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
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
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如东云游建材经营部

经营者：王海云
202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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