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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打过去后一个小时就通上了
电，真的很感谢供电公司的抢修人员。”
9月 13日晚，受台风“灿都”影响，掘港
街道10千伏浦东线25号杆处引流线断
落。接到附近居民陈晓建的报修电话
后，如东供电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
务队周天杭带领抢修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雨中抢修，成功
更换引线恢复了正常供电。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如东供
电公司党委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作为检验党员初心使命的试金石，着
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幸福
电”送到千家万户。近日，丰利镇华严村
十六组村民吴庆家顺利安上了充电桩专
属电表，年初新购的新能源汽车电费一

下子减少了。老人高兴地说：“儿子的电
动汽车以前充电，电费0.8元多一度，供
电公司上门宣传后，现在电动汽车充电
挂在专属电表上，一年能省 500元。”从
业务受理、现场勘查到安装送电，吴庆家
的专属电表“落户”仅花费了两天时间。

近日，而在掘港镇新丰村 297＃农
网改造工程现场，如东县凤凰屯养鸡场
负责人顾小波则开心地告诉记者：“通电
速度真是快，我的养鸡场刚扩建好，电就
送来了！”据了解，掘港街道新丰村 297
＃台区配电变压器安装位置较远。近年
来，随着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以及农村产业快速发展，区域用电
负荷不断攀升，线路末端在用电高峰时
段常出现低电压现象，给部分村民的生

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了解这一情况
后，供电公司当即派专人前往该地点摸
排低电压情况，在仔细询问当地村民需
求的基础上，将该农网改造工程列入首
批“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目前，改造
工程已基本完工，共新立12米电杆6基、
10米电杆 15基，新架设绝缘导线 1000
米，极大地提升了该区域的供电可靠性。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深入了解群众
需求，掌握基层实际，着眼细枝末节，今
年以来，如东供电公司列出了一系列接
地气的项目服务清单。对照清单，各部
门主动分解任务，明确完成时限，全力
以赴出实招、用实劲、求实效，力求将实
事办进群众心坎里。

针对小区供电问题，公司主动与市
政部门对接，先后完成港汇、清华园、
王彭、干休所、昆仑等 5个小区用电改
造工程，共计改造升级低压线路 10.929
公里，更换电缆分支箱 42只，新建排管
4305米，惠及用户 1364户；聚焦惠民工
程，通过与民政部门对接，累计为 1593
户困难家庭办理电费优惠业务，减免
电费支出约 12万元；关注学生群体用

电安全问题，专门组织志愿者走进宾
山小学等 5所学校开展“安全用电进校
园”系列活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开展
内河岸电安装及整治工作，为岸电企
业量身定制可行的整改方案，通过以
电代油，助力实现内河“绿色航运”；在
投运新客运站、城西公交站充电站 19
个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袁庄、岔河、
栟茶、城北、新店、双甸、长沙公交充电
站 28个桩建设，做到绿色出行覆盖城
镇乡居；对河口镇区域内 19 条路段
1092座传统路灯进行全面智慧化升级
改造，以更加高效绿色节能的 LED灯
具替换原来的高压钠灯，打造乡村绿
色照明之路。

如东供电公司总经理周建勇表示，
百姓事无小事，只要是关乎百姓民生的
好事实事，必须一件一件落到实处。下
阶段，公司将继续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宗旨意识的“大考
场”、展示能力水平的“大赛场”、淬炼工
作作风的“大战场”，以办实事、开新局
的成效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如东供电公司党委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检验党员初心使命的试金石，着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把“幸福电”送到千家万户
□ 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通讯员 秦玲

25 日 至 26 日 ，2021 年
“小洋口杯”南通市青少年滩
涂足球赛在我县小洋口旅游
度假区举行，来自岔河小学、
南通市北城小学等学校的 4
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小运
动员们酣战淋漓，享受滩涂
足球的别样乐趣。

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李
晨逸 张平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洪绍敏 徐
悦箫）“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了，环卫工
人们真的不简单！”走在城市的街角巷
尾，日益美丽的城市环境让居民们赞不
绝口。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我县始

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居民幸福
感。这几天，记者在县城不少偏僻的角
落见到了他们的身影。

掘港街道古池社区古池中巷内，如
东天恒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清运管理所

的四名环卫工人，正在清理近 50平方
米面积的无主垃圾。附近居民告诉记
者，这处垃圾场是顽疾，扬尘、臭味已经
困扰居民许久，因为地处偏僻，清运有
难度，这次能进行这么大范围的清运，
大家都十分开心。

据了解，一个多月以来，如东天恒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县城管局部署，
深入偏僻街巷、老旧小区、主干道延伸
路段，排查无主垃圾，全面清理混杂垃
圾，每天清运超70吨无主垃圾。

与此同时，针对街边餐馆，尤其是
烧烤店、早餐店，如东天恒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组建了专门的油污清理小组，全
天候循环冲洗，确保县城街道无油污。
如东天恒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精细化是环境卫生常态长
效管理的关键，公司将始终坚持把精细
化放在重要位置，在道路保洁、公厕保
洁、垃圾清运及河道保洁等多方面把握
细节，巩固文明创建成果，确保环境卫
生长效管理无“盲区”。

秋分至，学劳动。9月 23日下午，
2021如东县劳动教育现场推进会在双
甸小学召开。教育工作者们现场观摩
了“1+X”劳动教育课程、“小鬼当家”劳
动教育班级微课程，活动展示了双甸镇
中小学校劳动教育成果，推动全县各校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勤
俭、奋斗、创新、奉献精神的新时代如东
好少年。

在石甸小学的中心广场上，孩子们

走进童“筝”世界，用竹片制作风筝骨
架，用画笔为风筝着色，热辣的太阳，流
淌的汗水，专注的目光，勤劳的小手，劳
动美厚植童心。唱响《走过田园的四
季》诗歌，折叠校服，制作水果饮品，烘
焙饼干，自制信封，布贴画……“1+X”
劳动教育课程丰富多彩，人人动手，孩
子们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乐趣和智慧。

在双甸小学校园里，“力所能及”、
“创意工具”、“开心贴画”、“变废为宝”、
“STEM设计”六个主题活动,为大家展

开了一幅幅劳动画卷。耕读实践园的
智慧大棚里，孩子们种植的农作物正处
于丰收时节，果实累累，生机盎然。孩
子们从开心农场里收获南瓜，在烹饪教
室里做成美食后，邀请老师和家长一起
品尝，孩子们还为一道道南瓜美食取了
寓意满满的名字，“花好月圆”、“金玉满
堂”、“南瓜宝石”，孩子们制作的南瓜美
食不仅美味，更是创意满满。了解关于
南瓜的有趣童话，阅读南瓜知识童谣、
故事，学习与南瓜有关的英语单词、句
子，以南瓜节为主题进行英语小报评
比，手工绘制南瓜艺术作品，科学计算
耕种面积，研究南瓜生长条件，主题活
动衍生出一条长长的教育链，让学生在
劳动中锻炼能力、陶冶情操、提高审美，
体会“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中华

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优秀的农耕文化
在孩子们劳动的汗水和丰收的笑脸中
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与延伸。双甸小学
作为一所农村小学，在十年“耕读教育”
的实践探索中，建构出全时空的“耕读
文化园”，以“耕”养德、以“耕”健体、以

“耕”益智、以“耕”怡情，“读”经典、“读”
自然、“读”生命、“读”未来，让学生在劳
动中采撷知识，在读书中丰厚底蕴。

据了解，2021 年秋季开学是中小
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
一个学期，劳动教育也成为学校课后
服务的重要内容。多姿多彩的劳动教
育课程引导青少年以劳动为美，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劳动最光荣、最
崇高、最伟大的价值观，促进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文明创建是常态 长效管理无“盲区”

看变化看变化 常态化常态化

在劳动中锻造品格
—— 全县劳动教育现场推进会侧记

□ 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李晨逸 孙斌

践 行 八 礼 四 仪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周
霞） 9月 26日是县城苏中建材
市场周边地块房屋征收集中签
约的第一天。一大早，被征收户
们就来到各自的签约地点等待
签约上传。截至当晚，已有超三
分之一被征收户完成签约。

县城苏中建材市场周边地
块房屋征收属县政府实施的旧
城改造项目。此次房屋征收，
涉及掘港街道青园社区和余荡
村被征收户 101户，房屋现状
总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该
地块位于城郊结合部，土地性
质复杂，违章建筑较多，房屋征
收难度大。项目指挥部及时安
排各征收工作组深入住户，开
展调查核实工作，提前分析研
判重点难点，坚持以人为本，科
学制定补偿安置方案，并召开

座谈会，专题征询被征收人对
补偿标准、安置房建设等敏感
问题的意见、建议，梳理汇总被
征收人的合理诉求，不断优化
完善补偿安置方案，编成问答
式材料，打印成册，征收人员全
员入户，普及工作流程，向被征
收户讲清说透，帮他们算好明
白账，真心实意换来被征收户
的理解支持。

征收过程中，指挥部紧盯
时间节点，倒轧时间，挂图作
战，标段间亮成绩、晒进度，开
展竞赛式比拼。8月 31日动员
会后的 20多天时间，征收工作
人员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了
入户评估、房产查册、产权认定
公示等工作，保障征收工作的
顺利推进，签约工作力争在 10
月底全面完成。

县城苏中建材市场周边地块
房屋征收首日签约超三分之一

大美新大美新征征程程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姚陈 吕二函） 23 日上午，记
者从县商务局了解到，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业
观众注册报名工作已经开
始，截止日期为本月 30日，有
参会意向的企业单位还需抓
紧时间报名，以免错失参会
资格。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办。本届进博会包括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国家综合展、
企业商业展和专业配套活动
四大板块，与往届相比展览结
构更加优化，展览方式也更灵
活。除了常设的服务贸易、汽
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食品及农产品
六大展区外，新设立能源低碳
及环保技术、集成电路、数字
工业等专区。

进博会是为促进世界各
国加强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全
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而举
办。我县自 9 月中旬全面启
动筹备工作，拟订并下发交易
分团组织实施方案。据介绍，
企业通过参加“进博会”有助
于开阔企业管理层的战略视
野，学习、引进先进技术、标准
和管理经验，有效提升企业自
身的创新发展水平，促进产业
升级换代。各镇区、街道需做
好辖区企业的报名注册工作，
报名优先保障企业，特别是有
进口实绩的企业报名注册。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专业观众开始报名

本报讯（通讯员 彭璐璐
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24日下
午，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召开“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
专题学习研讨会。

会议对中心“双聚双高”作
风效能提升专项行动进行再部
署再落实。中心相关负责人围

绕弘扬如东三大精神为与会人
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并就
如何“聚焦全新赛程、高扬牛劲
品格，聚力争先进位、高昂狼性
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全体工
作人员围绕“学什么？缺什
么？做什么？”的“双聚双高”之
问作交流发言。

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部署“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工作

““双双聚聚双双高高””作风效能提升作风效能提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
建明 通讯员 张奇）近日，中
铁上海工程局洋吕铁路 2标项
目经理部与大豫镇九龙边防派
出所开展了“庆祝建党 100周
年”党建联建启动仪式。

洋吕铁路 2标项目经理部
位于大豫镇，管段全长 24.969

正线公里，工程造价 11.73 亿
元。据了解，项目党组织自成
立以来，高度重视属地关系维
护、对外宣传工作，积极组织
党建联建、结对共建、主题党
日活动等方式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企业
形象。

洋吕铁路2标项目经理部
与属地派出所开展党建联建

遗失
启事

周 华 遗 失 苏
FWH899车辆道路运输
证，证号通 23331248，声
明作废。

（上紧接第一版）锦恒集团继
续把握河东片区开发建设机
遇，抢先布局片区开发业务，
以城市综合开发理念切入，
带动集团房地产、市政、公建
等板块业务共同发展。在城
市建设方面，集团重点向建
筑施工领域拓展，在劲桩科
技、装配式建筑、园林绿化等
专业分包领域做出特色。在
城市运营方面，与中国天楹
集团合作，推进城市环卫市
场化改革。同时，加大经营
性物业收购力度，投资成立
物业管理公司。

坚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提质增效。围绕“拿地即开
工”，全面提升工程建设和运营
管理水平。解放路小学、友谊
路小学、鑫城幼儿园等项目于
今年 8 月已实现全面竣工交
付；如东高品质高中也正加速
建设中。确保五总二、三期工
程、君安华庭、如意水岸等多项
安居工程今年完成主体结构封
顶。恒融广场、县公共卫生临
床应急中心、G228 八号桥改
造、东环路北延、牡丹江路东延
等重大项目倒排时序，确保按
期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