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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竞渡“十四五” 教育奋进勇争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尧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袁持续深化
教育领域改革袁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袁为野十四五冶教育
高质量发展开好局尧起好步袁2
月 23 日下午袁 我市教育系统
召开 2021 年春学期开学工作
会议遥 副市长孙冬梅袁市政府
办副主任夏璟袁市纪委监委派
驻第四纪检监察组袁全市各镇
渊街尧区冤分管领导尧文卫助理袁
全市各校渊园冤尧各单位在职副

校级以上领导袁局机关全体同
志袁中小学责任督学尧教育系
统人大代表尧政协委员尧各学
科研训员共计 300 余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遥会议由市教育局
党委副书记尧副局长王家新主
持遥
孙冬梅指出袁2020 年袁全
体教育人心齐力聚尧 众志成
城袁在非凡之年取得了非凡成
绩袁为我市教育事业野十三五冶
发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遥站在

野十四五冶发展的崭新起点上袁
扬中教育应立足已有基础袁精
准施策袁定向发力袁不断创造
更加专注于内涵发展和质量
提升的新成绩遥 她强调袁新学
期袁扬中教育应重点编好野十
四五冶发展规划袁进一步提升
发展层次曰 强化教育特色尧放
大发展优势袁推进野全国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市冶和野国
家学 前 教育 普 及普 惠 县冶 创
建曰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尧教师
研训改革及新高考改革袁回应
各方关切尧 凝聚发展合力袁全
力打造有质量尧有温度尧有情
怀尧有担当的教育袁推进教育
野十四五冶 高质量发展扬帆起
航遥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尧局长
印斌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袁
并做开学工作部署遥 2020 年袁
全市教育系统在市委尧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袁坚定高质量发
展方向不动摇袁 坚持观大势尧
谋全局尧干实事袁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袁教育

教学质量保持总体平稳尧稳中
有进的良好态势袁各项工作取
得了较大进展遥 2021 年袁全市
教育系统将以崭新的姿态迈
入新的五年征程袁在项目创建
上争先进位袁在教育质量上扛
旗夺杯袁在人民满意上攻坚克
难袁 在改革创新上奋力作为袁
让野家门口的好学校冶影响力
更大尧含金量更足袁打造在全
省有示范尧有影响的野扬中新
样态冶遥
会上袁 市教师发展中心尧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尧市第一
中学教育集团尧油坊中心幼儿
园分别围绕野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冶野推动新高考改革落 地 冶
野强化精细化管理冶和野推进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冶作表态
发言遥
会议要求袁全体教育工作
者要持之以恒尧 真抓实干袁以
饱满的热情尧 昂扬的斗志尧百
倍的努力袁合力奏响扬中教育
发展的野最强音冶遥

宣讲英雄事迹
厚植家国情怀
2 月 22 日上午袁 三跃中心小学党
支部组织党员袁走进课堂尧走近学生袁结
合戍边战士的英勇事迹袁进行了以野忠
诚卫国土 战地军旗红冶 为主题的宣
讲袁 带领学生领略中印边境解放军官
兵袁捍卫主权的决心和斗志袁为同学们
上好野开学第一课冶袁厚植家国情怀遥

消防培训进校园
上好野安全第一课冶

副市长孙冬梅赴部分学校
检查、
指导开学工作
2 月 22 日袁我市各中小学尧幼儿园全面开学袁副市
长孙冬梅来到部分学校检查尧指导开学工作袁市教育局
局长印斌袁副局长冯丽娟尧冯义成等陪同检查遥
在明珠幼儿园和云腾幼儿园袁孙冬梅仔细了解了春
学期幼儿返园尧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袁参观了学校教学
设施和活动环境袁 并饶有兴致地参与到幼儿的游戏活
动中遥在永胜中心小学尧永胜中心幼儿园和西来桥学校袁
孙冬梅就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尧常规管理尧师资力量等方
面与学校负责人进行详细交流遥
孙冬梅强调袁市教育部门要落实好教育改革发展任
务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袁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曰各中
小学尧幼儿园要加强互联互通袁走好集群化发展之路袁进
一步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辐射和影响袁努力办好家门口
的每一所学校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尧幸
福感遥

2 月 21 日上午袁永胜中心幼儿园
组织全体教职工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遥 活动中袁讲解员通过真实的火灾
案例对如何减少和避免火灾发生尧发
生火灾后如何从火场安全逃生尧 如何
疏散师生进行了详细讲解曰 同时手把
手教授灭火器尧 消火栓等扑灭初期火
灾野利器冶的使用方法袁使大家掌握必
备的消防技能遥 通过开展消防安全演
练及培训工作袁 进一步提高了教职工
消防安全意识袁 营造了浓厚的消防安
全氛围遥

镇江市教育局来扬开展全市学校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督查
2 月 20 日袁 由镇江市教育
局尧卫健委尧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
组成的学校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
作督查组来扬进行现场督查遥 扬
中市教育局副局长冯丽娟及相关
科室负责人陪同检查遥
督查组先后来到扬中市第一
中学教育集团和新坝镇中心幼儿
园袁分组通过负责人访谈尧查阅台
账尧 现场查看等方式对校园内外
各项防控工作准备展开 细 致检
查遥此次督查涉及组织管理尧防疫
物资储备尧设立渊临时冤隔离室尧校
园环境卫生整治尧 组织教职工及
学生培训尧配备校医保健教师尧学
生和教职工健康监测尧 严格日常

管 理 8 大 项 尧20 小 项 的 全 面 检
查袁 并就督查中发现的不足进行
现场反馈遥
督查组对我市学校开学疫情
防控准备工作表示充分肯定遥 督
查组要求袁 各校在疫情防控工作
方面要思想上重视尧措施上落实尧
进一步构建长效机制袁 以更高标
准尧 更高要求袁 做好相应改进工
作袁 确保人人有事做尧 事事有人
做袁把好开学野第一关冶袁切实保障
广大师生生命健康安全遥
为 做好 开 学前 的 各 项 准 备
工作袁 确保疫情防控 工 作不 松
懈尧不慌乱袁我市各校认真落实
野四个到位冶渊即师生行踪报告和

复课健康查验到位尧防疫物资储
备和环境整治到位尧宣传引导和
情绪疏导到位尧校内外联防联控
到位冤袁 做好开学前疫情防控及
开学各项准备工作袁保障开学工
作有序进行遥
一是师生行踪报告和复课健
康查验到位遥 坚持所有师生健康
状况和主要行踪 野日报告冶野零报
告冶制度袁查验野健康监测记录表冶
和野一人一档冶记录表袁确保往返
时间尧交通工具尧目的地等行程和
身体状况可追踪遥
二是防疫物资储备和环境整
治到位遥 各校根据学校规模尧师生
数量等学校实际情况充分准备疫

情防控物资袁校门口等候区野一米
线冶和体温测量设施尧临时复测点
和隔离教室等检验尧布置到位曰教
室尧食堂尧公共教学用具尧门把手
等重点场所全面清洁和消毒曰对
全体教职工尧保洁尧安保等各类人
员开展专题培训袁 确保所有关键
岗位人员掌握一日常规要求和应
急处置工作流程遥
三 是宣 传 引导 和 情 绪 疏 导
到位遥 通过微信尧QQ 群尧校园网尧
学校公众号等多方位 反 复传 达
市防控指挥部开学前 健 康监 测
的具体要求袁引导师生和家长讲
诚信尧重示范尧强防护袁形成学
校尧家庭尧社会群防群控的强大

合力遥 通过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
指导和疏导袁引导学生合理调节
作息时间袁尽快做好入学身心准
备遥
四是校内外联防联控到位遥
全面落实校长渊园长冤第一责任人
责任袁进一步完善野一校一策冶和
开学工作方案袁列出工作清单袁明
确责任主体遥 在防疫指挥部的统
一部署下袁加强与卫健尧疾控尧市
场监管等部门的信息互通袁 及时
获取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袁 从严
落实野早发现冶野早报告冶野早隔离冶
野早治疗冶措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