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拟推荐第六届全国文明
村镇名单（107个）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龙尚村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蒋山村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马渡村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村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瓦殿村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龙虎营村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官长村
宜兴市丁蜀镇
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
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
江阴市长泾镇蒲市村
宜兴市湖氵父镇洑西村
宜兴市张渚镇五洞村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周家阁村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鸿翔村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大坊桥村
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
沛县张寨镇陈油坊村
睢宁县姚集镇高党村
邳州市铁富镇姚庄村
新沂市马陵山镇高原村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北村村
徐州市贾汪区大吴街道小吴村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土楼村
徐州市贾汪区紫庄镇岐山村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
溧阳市天目湖镇三胜村
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村
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查家村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新庄村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勤新村
昆山市淀山湖镇
张家港市南丰镇
张家港市乐余镇永利村

常熟市梅李镇瞿巷村
太仓市璜泾镇永乐村
昆山市周市镇市北村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黄家溪村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牛桥村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冯梦龙村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

福前村
南通市海门区余东镇
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
如皋市城北街道平园池村
如东县洋口镇洋口村
启东市惠萍镇东兴镇村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江海村
南通市海门区滨江街道高店村
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
东海县安峰镇山东村
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
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西林子村
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土城村
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江浦村
连云港市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

窝村
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
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螺蛳街村
淮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大刘村
盱眙县马坝镇石桥村
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
涟水县涟城街道东门村
金湖县银涂镇红湖村
盱眙县管仲镇刘岗村
阜宁县益林镇
东台市五烈镇甘港村
射阳县海河镇烈士村
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狮子口村
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杨侍村
阜宁县陈良镇新涂村
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
高邮市卸甲镇
宝应县安宜镇金湖渔业村
高邮市车逻镇特平村
仪征市新集镇新集村
扬州市江都区武坚镇花庄村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镇七

里村
仪征市马集镇合心村
丹阳市访仙镇红光村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
句容市后白镇西冯村
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世业村
镇江市姚桥镇儒里村
句容市白兔镇中心村
泰州市大泗镇
靖江市生祠镇东进村
泰兴市分界镇开绿村
泰兴市曲霞镇印达村
兴化市千垛镇东罗村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西陈庄村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严唐村
沭阳县桑墟镇条河村
沭阳县青伊湖镇后乡村
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
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大众村
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黄桥村
泗阳县卢集镇郝桥村
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肖桥村
泗洪县瑶沟乡官塘村

二、拟推荐第六届全国文明
单位名单（94个）

南京市口腔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车辆管理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南京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

理部
南京市气象局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竹园

社区
宜兴市宜城街道办事处
无锡市梁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惠山区税

务局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无锡市审计局
江苏省无锡监狱
无锡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新沂市人民法院
徐州博物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

州监管分局
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荣景社区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采菱社区
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常州市中医医院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昆山海关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狮山街道办

事处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国家税务总局常熟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太仓市税务局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如东县
供电分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街道紫荆花
社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连云港分公司

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连云港市水利局
连云港市审计局
淮安市审计局
淮安市交通运输局
淮安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淮安市气象局
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阴

电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淮安分公司
中共盐城市委党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

分行
国家税务总局响水县税务局
滨海县人民法院
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办事处
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团（本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扬州分公司
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琼花观社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市分

公司
中石化江苏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厂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市分

公司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国家税务总局扬中市税务局
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泰州市分

公司
国家统计局泰州市调查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泰州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姜堰区税务局
靖江市消防救援大队
宿迁市公安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宿迁市分

公司
宿迁市财政局
宿迁市宿豫区豫新街道江山社区
新华日报社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南京图书馆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
究所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本部）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本部）
江苏省江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本部）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本部）

三、拟推荐第二届全国文明
家庭名单（23户）

柯章敏家庭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
街道章村社区

杨巧云家庭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
街道三陇社区

吴协恩家庭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
新市村

殷国庆家庭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
湖街道东绛社区

李秀侠家庭 徐州市贾汪区江庄
镇周埠村

周书珍家庭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
街道樵村社区

尹 媛家庭 常州市新北区魏村
街道魏村社区

孙 英家庭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
镇联庆村

郁全和家庭 张家港市金港镇长
江村

石小华家庭 如皋市长江镇永平
闸社区

蒋龙生家庭 海安市海安街道镇
南社区

殷自玉家庭 连云港市赣榆区厉
庄镇山涧村

王 英家庭 连云港市灌云县伊
山镇城南社区

吴 凯家庭 淮安市盱眙县河桥
镇仇集居委会

冯 梦家庭 淮安市清江浦区柳
树湾街道朝阳社区

仇爱清家庭 盐城市亭湖区先锋
街道东河村

吴登清家庭 盐城市亭湖区新洋
街道龙桥村

高 雁家庭 扬州市江都区邵伯
镇苏油社区

龚舒林家庭 镇江市镇江新区大
路镇小港村

沈填珍家庭 镇江市丹徒区荣炳
盐资源区高庄村

鞠 鑫家庭 靖江市滨江新区办
事处木金村

黄顺梦家庭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
镇张甸村

张正亚家庭 宿迁市泗阳县众兴
街道周庄社区

四、拟推荐第二届全国文明
校园名单（22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部属高校）
苏州大学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无锡市第一中学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江苏省常熟中学
江苏省海门中学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江苏省清江中学
盐城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姜堰中学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
常州市实验小学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小学
仪征市真州小学
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
宿迁市实验小学

五、拟推荐第六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
市名单（1家）

徐州市

六、拟推荐第五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名单（8家）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无锡市图书馆
盱眙县文明办
阜宁县文明办
扬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镇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扬子晚报云教

育中心

七、拟推荐第五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
作者名单（7人）

曾美婷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小学
德育办副主任

徐彩萍 张家港市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指导中心主任

杨红萍 连云港市赣榆区检
察院第四检察部（未成年人检察）
主任

李如齐 泰州市阳光心理服务中
心理事

徐 曼 宿迁市委宣传部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处长

季敏霞 无锡市教育局德育处
处长

李 萍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优
漫卡通频道项目活动部副主任

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
及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拟推荐名单公示

中央文明委今年将评选表彰
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及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根据中央文明
办有关要求，近期省文明办在全
省组织开展了申报推荐工作。经
过自愿申报、公开竞争、逐级推
荐、抽查考核等程序，形成了我省
拟推荐名单。经报省文明委领导
同意，现予以公示，听取社会各界
意见，接受广大群众监督。如有
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信函、邮件、
电话等方式，向省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20年9月8日
至9月14日

通讯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70号省文明办创建管理处

邮政编码：210013
联系电话：025-88802682、

88802683
电 子 邮 箱 ：jsshdc@163.

com
江苏省文明办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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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上午8点，王国平和往
常一样，早早来到南通邮政叠石桥营
揽中心，打开电脑查看前一天的用户
订单数。“这些订单数，能反映出当天
的营业情况，方便我们及时发现问
题,提升服务质量。”

2011年，王国平脱下军装，穿上
了这身橙色邮政工作服。他在平凡
岗位上默默奉献，成为一名“不平凡”
的“最美退役军人”。

“王大哥，我哥毛志军新店的快
递业务就交给你了。”一大早，老客户
毛腾飞就拨通了王国平的电话。毛
腾飞是南通一家纺织品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和王国平认识8年。刚挂电
话，王国平就收到毛志军打来的
2000元定金。

“事情交给他绝对放心。”毛腾飞
告诉记者，合作8年，公司从没因发
货迟缓、缺件少件遭受损失。“每逢电
商做活动，我们仓库常常打包到凌
晨，但无论多晚，王大哥都会赶来把
货收走并及时发出。”

南通叠石桥家纺市场是全国家
纺产业最大的交易中心，电商经济的
兴旺离不开井然有序的快递服务。

“快递揽收不但是体力活，更是一个
技术活。要根据客户发单量合理安
排揽投时间，否则货发不出去影响客
户信誉，真像打仗一样。”为了服务好
客户，王国平的手机24小时开机，客
户有需求，随叫随到。

踏实质朴、正直可靠，8年军旅生

活让王国平近十年如一日，坚守平凡
岗位，为叠石桥家纺市场和经营户们
发挥着光和热。

年初的一场疫情，让原本快步前
进的叠石桥市场停了下来。“以往就
算是过年也没得歇息，今年一下子歇
了十几天，积压下来的单子无数。”2
月17日，接到单位复工通知，王国平
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我多跑一
跑，尽快把积压的单子发出去，大家
的损失才会降到最小。”

“3月天气是真的冷，但心里是真
的暖。”为了尽快复工，在叠石桥做
生意的顾锦山早早回到市场开始隔
离。“一回来，国平就联系了我，过来
帮我运货。”顾锦山家的仓库在村里，
当时村里实行封闭管理，车开不到，
人进去也麻烦。王国平联系上他的
第二天，拖着大麻袋就来了。一件一

件把货装进麻袋，背在肩上一步一步
往村外拉。“他取完货，问我怎么光吃
泡面。我说家里菜都吃完了，隔离期
间买不到。第二天，他就拎着鲜肉蔬
菜米面来了，真是雪中送炭啊！”想起
这些事，顾锦山满是感激。

逆向前行。疫情期间，王国平是
保障应急救援物资迅速送达、助力民
众生活物资保障的战士，他先后为百
姓揽投快递超24万件，做到了揽投
零差错、服务零投诉。

“快递员和军人，虽然岗位不一
样，但为人民服务的心是不变的。”9
月3日，王国平接过“最美退役军人”
荣誉证书后，又风风火火回到了工作
岗位上，他告诉记者，和毛志军的合
作还有细节要确定，基层快递员的工
作一天也不能松懈。

本报记者 严 磊

衣服换了，为人民服务心不变
——记南通邮政叠石桥营揽中心快递员王国平 一根十几米高的电线杆上，两名

杆上人员、一名地面电工、一名工作
负责人紧密配合，50多分钟便在杆
上安装好避雷器、跌落式熔断器、电
压互感器和接引线，保障了配电设施
安全……8日，常州晋陵电力实业有
限公司负责工程管理的宋超亚带领
团队参加2020年江苏省管产业单位
配电专业技能竞赛，与省内13个设
区市的近60名从事配网一线施工作
业的配电技术高手们一较高下，竞争
业界“电状元”。

“团队赛既考验选手上下杆是否
打滑、配电设施安装平不平等个人业
务，也考验装置准备、安全检查等团队
协作能力。”宋超亚说。而个人技能赛
比拼则更考验参赛者“独立作战”的技
术能力，需在90分钟内完成一套10

千伏冷缩电缆终端头的制作。“这个对
普通人来说相对陌生的项目，却是保
障电缆安全的关键环节。”南通通民集
团电力建设分公司电缆班班长江峰指
着一段约两米长、一指粗的电缆介绍，
近年来政府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净空
计划”要求大量架空线路入地，而电缆
接头及终端头的质量和制作工艺是电
缆线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点，所以这
项技术对于配电工人来说是“拳头”技
术，必须有很强的实操能力。

本次“比武大赛”由省人社厅、省
总工会、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赛场设在苏州电力技师学院。竞赛
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包括配电、
施工、检修、运维及不停电作业等内
容。“希望通过以赛代练，提升员工配
电设施安装和抢修能力，减少施工作
业对客户的用电影响。”比赛裁判长
徒有锋说。 本报记者 付 奇

本报通讯员 高 婧

技能赛上角逐“电状元”

本报讯 9月8日，由中国政研
会秘书处主办的全国政研会秘书长
培训班在苏州开班。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副省级城市政研会秘书
长、各全国性行业（系统）政研会秘书
长近90人参加培训。

本期培训班为期3天，主要任务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探讨如何加
快推动政研会系统改革发展，更好推
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

（盛 峥）

全国政研会秘书长培训班
在苏州开班

特 写

教师节即将来临，南京府西街小
学学生给自己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送
上了节日祝福，400多条祝福转成了
400多个二维码，汇聚在“寻找最幸
福”二维码墙上。图为8日，路过的老
师纷纷拿出手机扫一扫，寻找学生们
对自己的祝福。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