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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2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陈东
升率德育处、校外教育处工作人员，在江苏省教育厅
副处长殷雅竹的陪同下来启调研，通过检查台账、
实地察看等方式了解我市中小学党建和德育工作
开展情况。

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陆海峰就我市德
育工作开展情况作了简单而系统的汇报。近年来，我
市教育部门始终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
要位置，严格按照《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的要求，在
教育部“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的背景下，
在全市范围内构建了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高初小
幼”一体化德育体系。以常态化的标准建立德育工作
体系，以体系化思维整合德育内容，不断强化顶层设
计，创新载体和方法，丰富内容和形式，将德育这项

“铸魂工程”渗透到课堂教学各个方面，延伸到实践
育人的各个环节，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同时，多层次多维度地开展了教育系统“365+工程”
家长学校活动，不断擦亮了“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
基地”的国字招牌。对我市德育工作取得的成绩，陈
东升给予了高度肯定。

陈东升一行还参观了市第一中学校园，察看了
学校的艺术大楼以及学生画室，听取了副校长宋凯
东关于学生生涯指导、学生心理辅导、寄宿生管理
等方面的德育工作汇报。陈东升对学校的德育建设
和办学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学校多元化
办学模式，同时希望学校能进一步拓展艺术教育，
形成办学特色，提升区域影响力。他认为作为一所
新建学校，在高考中能取得如此成绩很不容易。作
为一所全寄宿制高中能管理得这么好，离不开学校
管理层的辛勤付出。他希望学校再接再厉，争取迈
上一个新台阶，并祝愿市第一中学越办越好。

（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来启调研
肯定我市中小学党建和德育工作长效机制

●我市汪东玮老师（右五）荣获江苏省第21届
小学语文青年教师优课评选活动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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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市教育体育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立纪实

11月21~22日，全国首届劳动
教育发展论坛在青岛市城阳区实验
二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
家学者、科研人员、一线名师参加了
此次活动，我市教育体育局老师俞
蔚、教师发展中心老师林玲等劳动
教育骨干教师8人应邀参会。

11月 22日，中小学两个会场
从日常生活、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
三个层面进行了课堂教学说课。紫
薇小学老师陈永飞向与会代表作了
精彩的经验展示，发出了启东劳动
教育之声。陈永飞以科普服务为主
线，从“形成服务意识”“进行服务准
备”“实施科普服务”“展示分享评
价”及“服务延伸”等五个板块，以鲜
活的事例、丰富的图片介绍了启东
市实施劳动教育、开展服务性劳动
的生动实践，赢得了专家和与会代
表的一致好评，全场多次响起热烈
的掌声。在点评环节中，几位专家均
肯定了启东市服务性劳动实践的成
果，认为这次展示彰显了区域劳动
教育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区域教
育走向更开阔的未来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

一直以来，我市在加强和改进
劳动教育过程中，坚持思想引领、
有机融入、实践体验等基本原则，
明确劳动教育目标和任务，致力于
构建更加完备的劳动教育课程体
系，搭建“东疆‘融·生’劳动教
育”平台，“融”学科教学、社会
实践、校园文化、家庭教育、研学
旅行等劳动实践教育功能，“生”
劳动知识技能、健全人格和创新能
力。强化顶层设计，倡导以出力流
汗的劳动来磨练人的坚韧意志，更
好地培养中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他们成为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 市教师发展中心)

调研组参观启东市第一中学学生画室调研组参观启东市第一中学学生画室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教育体育系统
基建维修和货物类项目采购，提高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率，今年8月26日，市教育
体育局专门成立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截至目前，中心已进行了10次开标活
动，涉及标的总额达60万余元。

该中心通过20万限额以下智能交
易平台进行招投标活动，让交易效率显
著提升、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交易环境更
加公平、交易管理更加规范、电子监察更
加有效。限额以下智能交易平台从招标
文件的编制、发布，到投标、开标、评标和
定标全过程，均在电脑终端实现，实现了
不见面、智能化在线操作，减少了人为因
素干扰，实现招投标“零次跑”；同时，平
台无需投标人缴纳任何报名费、文件费、
评审费，中标后也无需缴纳交易服务费，
从而使原来相对高昂的交易成本大幅降
低，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该平台通过强
化交易文件结构化、智能评标快捷化、交
易监察电子化等功能，使监督与交易并
行，形成监督实时一张网。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
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明确要求要不断
推进相关改革，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
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
机制，努力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公
共资源交易市场体系。2020年1月，市
教育体育局出台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教育体育系统招投标活动的实施意
见》（启教发〔2020年1号〕）。2020
年8月，为深入推进“互联网+”招标
采购行动，进一步建立统一规范的教育
体育系统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创新公共
资源配置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规范权
力运行、加大治本力度，促进工程建

设、货物类项目采购领
域管理的科学化、规范
化，切实从源头上防止
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
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推进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启东市教育体育局
根据 《市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启东市必须招标
限额以下项目全流程电
子化招投标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启政
办发〔2019〕 76号）文
件精神，成立了启东市
教育体育局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这是阳光政
府、效能政府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教育体育
部门主动适应市场发展
需求的新举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电子招标投标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教育体育系统
实际，市教育体育局于今年8月制定出
台了《启东市教育体育局公共资源交易
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规定》第二条明确：本规定所
称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迁
移至互联网，招标人（或其委托代理机
构）于开标当日组织使用不见面开标系
统完成开标活动。投标人（供应商）不
必抵达开标现场，可在任意地点通过交
易平台业务系统查看开标进程。《规定》
第三条明确：本规定适用于进入启东市

教育体育系统限额（5000元以上~20万
以下）以下智能交易平台使用不见面开
评标系统进行的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项
目。《规定》第五条明确：参与不见面
开标的招标人 （或其委托代理机构）、
投标人（供应商）等交易主体，应当按
照规定取得和使用数字证书及电子签
章。各方主体在系统中所有操作均具有
法律效力，并承担法律责任。《规定》
第九条明确：启东市限额以下智能交易
平台开评标系统开标时采用双层解密方
式。开标时由招标人（或其委托代理机
构）先对投标文件进行一层解密，再由监
督人员对投标文件进行二层解密，系统

自动记录开标过程。
谈及未来建设，市教育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陆海峰对此充满了信心。他
说，市教育体育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
继续秉承“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
严密、制约有力”的原则，以制度建设
为抓手，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优质服
务为保障，加大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投
入力度，完善内部机构和岗位设置，提
高交易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平，做到服
务有标准、工作有依据、办事有指南，
努力构建管办分离、信息公开、交易规
范、监管有力的教育体育系统公共资源
交易体系。 （市教育服务中心）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战
“疫”取得阶段性胜利，进入常态化疫情
防控阶段，但个别地区散发的疫情提醒
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尚未结束。适逢秋冬
季来临，气温变化反复，流感、手足口病
等呼吸道传染病频发，学习掌握防疫知
识是当下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关键点。

学校
1．教职员工(包括教师以及食堂、

保洁、保安和宿管等后勤服务人员)和
学生做好健康监测，有发热、干咳等可
疑症状的人员应及时报告并就医。

2．师生应备好口罩、消毒湿纸巾或
免洗洗手液。在上、下学途中尽量采用
步行、骑行、驾乘私家车等交通方式，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校车时应做好个人
防护。

3．校园内师生无需佩戴口罩。校门
值守人员、保洁人员及食堂工作人员等
应佩戴口罩。

4．在校期间学生尽量保持安全距
离，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或肘臂遮挡。

5．注意个人卫生，及时做好手卫
生。

6．合理安排活动。
7．加强外来人员管控，非必要不进

入学校。加强宿舍卫生打扫和通风换
气，保持室内环境卫生和洗手设施运行
良好。

居家
1．及时储备体温计、口罩及消毒用

品等防疫物资。
2．主动做好家庭成员的健康监测，

建议早晚测量体温。
3．家庭环境以清洁为主、预防性

消毒为辅，及时清理室内垃圾。
4．保持室内通风换气，室内温度适

宜时，尽量采取开窗通风方式。家庭成
员不共用毛巾，衣被等经常清洗晾晒。

5．科学饮食，适量运动，保障睡眠，
保持良好心态，提高身体免疫力。

6．注意个人卫生习惯，不随地吐
痰。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或肘臂遮挡，
使用过的纸巾放入有盖的垃圾桶。

7．及时做好手卫生。自室外返回、
咳嗽手捂后、饭前便后、烹饪或准备食
物前，应使用洗手液(或肥皂)流水洗手，
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公共交通工具
1．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备好口罩、

消毒湿纸巾或免洗洗手液等物品。
2．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

具时，应全程佩戴口罩。减少与他人接
触，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或肘臂遮挡。

3．注意手卫生，减少不必要的触
摸，避免用未清洁的手接触口、眼、鼻。
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

4．在室外公交站台等候时，保持安
全距离；乘车高峰期在室内公交(地铁)
站台时，应佩戴口罩。

5．出租车、网约车载客期间乘客和
司机全程佩戴口罩，在气温适宜、行驶
速度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勤开窗通
风。

6．骑行公共自行车前，建议用消毒
湿纸巾擦拭车把和坐垫部分。

7．尽量使用线上购票、扫码支付等
非接触购票和支付方式。

8．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结束后，摘下
口罩，用洗手液或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

进行手部消毒，将外穿衣物置于通风
处。

超市、商场、农贸市场等场所
前往超市、商场、农贸市场，应尽量

避开客流高峰期，备好口罩、消毒湿纸
巾或免洗洗手液。

1．尽量选择楼梯步行方式。如到楼
层比较高的地方购物，优先使用扶梯，
乘坐扶梯时与前后人员保持距离。乘坐
厢式电梯应避免同梯人员过多过密。

2．全程佩戴口罩，及时做好手卫
生。

3．购买商品时与他人保持一定距
离，尽量缩短排队和购物时间。尽量使
用扫码支付等非接触支付方式。

4．选购冷冻食品时，避免手直接触
碰冷冻食品及其包装。购买冷冻食品回
家后，可用75%酒精对冷冻食品及包装
表面进行消毒。储存此类物品前，做好
独立封闭包装。接触和处理完冷冻食品
后，立即洗手消毒。

5．做好食品处理工作，加工前认真
清洗并防止水花飞溅，食物煮熟煮透，
加工存放保证生熟食分开，烹饪加工完
成后对台面厨具进行清洁消毒，食物处
理过程中避免用未清洁的手接触口、
眼、鼻。

广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室外场所
1．前往广场、公园等室外场所，应

备好口罩、消毒湿纸巾或免洗洗手液。
2．在空旷、通风良好、人员稀少的

公园、广场等露天户外场所，可不佩戴
口罩。

3．参与聚集性活动时，保持安全距

离。
4．注意个人卫生，做好手卫生。

影剧院、图书馆、理发室等场所
1．前往影剧院、图书馆、理发室等

场所应备好口罩、消毒湿纸巾或免洗洗
手液。

2．尽可能选择通风良好、环境卫生
整洁的服务场所。

3．人员密集或近距离接触时佩戴
口罩，做好手卫生。

4．鼓励线上购票、扫码支付等非接
触购票和支付方式。

5．在美容美发等场所，避免与他人
共用毛巾、围巾等物品。

外出旅行、住宿、用餐
1．外出旅行要提前关注目的地的

疫情风险等级，备好口罩、消毒湿纸巾
或免洗洗手液，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2．乘坐飞机、高铁、火车、汽车等公
共交通工具时，在候车厅、车厢或机舱
内应加强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

3．注意个人卫生，做好手卫生，乘
车、候机时减少接触座椅、扶手、车门等
公共物品和设施。

4．入住酒店或宾馆后，加强房间通
风，对客房的公共接触台面等先用消毒
湿纸巾消毒，并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
洗手。低楼层尽量选择楼梯步行方式，
高楼层乘坐厢式电梯时应佩戴口罩。

5．外出就餐时，应选择正规、环境
整洁的餐厅。排队等候时保持一定的安
全距离。提倡分餐制，对无法分餐的，应
使用公筷公勺，防止交叉污染。

（部分来源人民日报）

秋冬季节常态化疫情防控不可松懈

●11月20日下午，江苏省中小学课堂改革区
域推进现场会暨“立学课堂”专题探讨活动在启东
分会场举行，折桂中学展示了“共学”实践路径课
堂改革推进情况。

●11月16日上午，第三十二届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启东市科技辅导老师培训暨姚亮名
师工作室活动在启东中专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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