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柳家欢
通讯员 吴晓琳 徐颖
近日，记者再次走进岳林街

道舒后村，感觉村容村貌真可谓

“大变样”。

自留地 5000平方米完成征

用，浇筑路面 5000平方米，增设

车位259个，“存量垃圾”清理200
余车，飞线和沟渠全面整治，端掉

2户“破烂王”与“马路市场”，4条
河流绿化排污全面监控……而取

得这样骄人的成绩，仅花了 2个
月时间。

舒后村，区域面积1.4平方公

里，村民 963 人，外来人口 4820
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城中村，人多

难管理、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突

出。今年 5月底开展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以来，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

况下，村党支部书记舒华杰带领全

村党员群众一一破难题，共同扮靓

“我们的家园”。

“要让家园美起来，首先要整治

村容村貌。”5月 27日，村里成立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由舒

华杰任总指挥，联村干部、村监委主

任为常务副总指挥，下设 6个工作

组，分区块整治组、桶边督导组、宣

传信息组与应急后勤组等。“成立指

挥部后，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有了

明确的任务与指标，各项创建工作

同时开展，实行规范化、网格化、信

息化管理。”舒华杰说。

干部身体力行，党员担当“先

锋”。舒华杰也是一刻不得闲，天天

穿着红背心抢脏活、干累活。为广

泛发动群众，村里召开动员大会、分

发倡议书、逐户上门……“车轮式”

宣传下，短短一周，就组织了 3支志

愿队伍，人数达 90余人，每月固定

展开两次大范围的整治活动。

创建期间，指挥部开展多次专

项行动，与志愿者、第三方联合清理

道路、河道、闲置区块的垃圾，整治

卫生死角，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清

理多年来的存量垃圾，村里下了大

功夫，花了 1个月时间，基本消除脏

乱差情况。为防止反弹，我们还聘

请专人巡逻，实行长效化督查机

制。”舒华杰说，针对出租房周边的

环境卫生问题，由房东作为区域第

一责任人，负责劝导住户乱晾晒、乱

堆放、乱停车、乱搭建等不文明行

为，形成了“房东网格”。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让文

明创建深入人心。但在舒后村，集

体经济收入仅 12万元，村里基础

设施建设薄弱，资金紧缺成为创建

的第二大难点。据舒华杰介绍，自

5月26日街道召开创建动员大会以

来，村里经多方筹资已投入 30多
万元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村里

还成立了“专项资金监委会”，保

障每一笔资金切实用到刀口上：改

造全村路灯照明，全面整修绿化花

坛、健身器材，修缮浇筑路面破损

处，实行截污纳管加强五水共治

……村民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

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与参与度也随

之攀升。

看着焕然一新的村庄，舒华杰

感触颇深。在创建过程中，舒华杰

和村干部耗时最长、投入精力最多

的，莫过于村内 5000平方米的自留

地征用。村里为征地户量身打造

“征地、租赁、置换”3套方案供选

择，并一次次上门动员讲解，逐户详

细解读方案，最终于 5月底完成，打

响了街道闲置地块改造的第一枪，

并解决以前留下的征地欠款 60多
万元，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现在，自留地区域附近的新城实验

小学上下学高峰也不再拥堵，为学

生营造了安全的出行环境。

激情在“大变样”中燃烧
——访舒后村党支部书记舒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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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抢跑”

记者 袁伟鑫

宁 波 市 奉 化 区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信 息
洽谈会时间：每周三、五 8:00—11:00 招聘地点：南山路 198 号 联系电话：88506057 88989602

宁波市奉化区人力资源市场2020年度第67期招工信息（8月14日）

宁波市第二十二届高层次人才智力引进
洽谈会将于 2020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
周期间举办。为服务我区企业及时参加此次
洽谈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9月18日（周五）8:00—15:00。
地点：线下招聘会：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1、4、5、6、7号馆。
线上招聘会：宁波人才网高洽会频道

（gqh.nbrc.com.cn）。
二、活动规模
本次洽谈会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

办，奉化区可报名线下洽谈会企业 15 家
（同步参加线上云招聘）；仅参加线上云招聘
企业10家。

三、参会须知
（一）招聘参展单位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8月3日至8月13日。
2.报名方式
线下招聘会：所有用人单位登录“网上

高洽会”平台 （gqh.nbrc.com.cn） 详细并准
确填写单位及岗位信息（宁波人才网企业账
号和密码可直接登录），待企业规模、岗位
要求、薪资待遇等指标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
9月18日的高洽会，用人单位原则上根据营

业执照上注册地对应的城市、区县（市）进
行报名。

线上招聘会：报名线下招聘会的单位可
同步参加线上招聘会 （不用重复报名）。仅
参加线上招聘会的单位在报名时选择“线上
招聘会”，当天参加线上招聘会的单位请使
用 宁 波 人 才 网 企 业 账 号 和 密 码 登 录
xz.nbrc.com.cn 后台，参会单位需带有视频
功能的 PC端参会，线上招聘会可对接时间
为 9月 11日—9月 18日。

报名成功后，请及时关注 xz.nbrc.com.cn
后台，对接求职者投递的简历，提前做好联
系，并在9月11日—9月18日进行视频面试。

（二）线下招聘会布展须知
1.每个招聘参展单位工作人员不超过 2

人，午餐由组织方提供。
2.每个展位招聘海报必须内容真实，符

合《就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并写明提供岗
位的薪酬待遇。

3.由于展位有限，参会单位原则上只安
排1个展位。

联系人：方斌
联系电话：0574—88506057

奉化区人才服务中心
2020年8月10日

关于参加宁波市第二十二届高层次人才
智力引进洽谈会的通知

1.宁波铼康光电有限公司 操作工 5名 24.宁波华扬铝业科技有限
公司 操作员 12名 机修员 4名 25.宁波佰世健健身器材有限公
司 装配工 15名 29.奉化电机厂 装配工 3名 喷漆工 1名
检验员 1名 生产计划 1名 30.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财务审计 3名 行政 3名 ERP维护 3名 机械工程师 3
名 加工中心操作工 3名 装配工 3名 31.浙江锐泰悬挂系统科
技有限公司 钻床工 5名 数控工 5名 焊接工 5名 冲压工 5
名 锻造工 5名 电泳工 5名 32.宁波奉化恒益微型轴有限公
司 无心磨操作工 3名 塞磨操作工 3名 压筋操作工 1名 加

料工 3名 电工、机械 2名 仓管员 1名 36.宁波晶美科技有
限公司 巡机员 2名 机电工 2名 化验员 1名 普工 1名

54.奉化锦屏美灵气动元件厂 自动车、仪表车带班师傅 1名 测试

工 2名 55.宁波艾盛服饰有限公司 针织车工 20名 针织组长

20名 针织检验 10名 针织拷边 10名 清洁工 2名 剪线工

5名 56.宁波市世源日用品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助理 2名 单证 2
名 57.宁波市奉化金炘液压制造有限公司 液压工程师 1名 数控

加工中心带班师傅 2名 58.宁波奉化光亚计数器制造有限公司 电

子焊接 1名 风机装配 3名 计数器装配 2名 冲床模具师傅 1
名 59.奉化顺通轮胎商行 轮胎熟练工 1名 60.浙江捷达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5名 储备干部 10名 会计 1名 文员

2名 保安 10名 交通协管员 20名 环卫保洁工人 30名 监

控 5名 61.济世机械 生产部主管 1名 质量检验员 2名 大

车床及钻床工 3名 62.奉化区天文印刷厂 胶印机副手 3名 上

光 2名 普工 3名 63.奉化好美佳建材超市 店长 1名 营业

员 2名 客服 1名 业务员 3名 64.维特五金公司 车床工 5
名 65.宁波富莱机械密封有限公司 内圆磨 2名 外圆磨 1名
66.宁波协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普工 120名 装配工 120名 压

铸工 10名 模具工、学徒 10名 检验员 2名 68.华信国际大
酒店 楼层服务员 3名 客房中心文员 2名 清洁工 2名 前台

接待、收银 1名 礼宾员 2名 69.奉化区大众汽车服务公司 机修

工 2名 钣金工 2名 70.奉化区福得食品机械 金加工车间主任 1
名 机械设计员 1名 采购员 2名 技术部经理 1名 71.奉化区双
圈紧固件有限公司 福利工人 5名 磨床工 3名 72.恒菲机械 数

控 2名 大车床工 1名 仓库收发、统计 1名 产品核算、技术

员 1名 打杂 1名 73.宁波现代萨际通移动电话有限公司 手机操作

普工 30名 质检员 10名 74.奉化区绿盈日用品有限公司 汽车脚垫

销售员 10名 75.宁波市天歌物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员 2名 储备干

部 5名 垃圾车驾驶员 10名 保安员 10名 保洁员 20名 小

工 5名 夫妻工 5名 宾馆前台 2名 绿化工 5名 76.宁波世家
洁具有限公司 仓管 2 名 客服 2 名 注塑工 5 名 文员 2 名

77.中国移动奉化分公司 直销经理 5名 78.奉化区日雅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外园磨工 3名 数控操作工 5名 仪表熟练工 2名 检验

员 2名 打杂抛光 1名 79.宁波亿瑞电器 装配工 5名 80.金太
阳钟业 油漆工 2名 装配工 3名 打磨工 3名 普工 3名 81.
奉化淼鑫 数控 2名 普工 2名 82.奉化区德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仪表车师傅 1名 数控车床熟练工 1名 仪表车熟练工 5名 83.奉
化晶煌机电制造厂 数控操作工 5名 磨床工 5名 办公室文员 2
名 副厂长 1名 表面处理 2名 85.宁波龙飞世纪针织服饰有限公
司 生产厂长 1名 车间主任 1名 后道车间主任 1名 技术科理

单 2名 计划科算料师傅 1名 技术质监 2名 车工 30名 87.宁
波鑫精华轴业有限公司 压方学徒 2名 研磨 2名 滚抛 2名 量

直 2名 研发试样 1名 88.宁波永朝模具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 5
名 人事文员 1名 采购外协 1名 102.宁波祥嘉精密轴业有限公
司 数控 10名 双端面磨 1名 无芯磨 2名 切入磨 5名 外圆

磨 3名 生产计划员 1名 121.宁波亚德客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电

焊工 2名 设备维护员 3名 厨师 1名 保安员 2名 仓管员 3
名 生产计划员 2名 清屑工 1名 喷砂、磨光、抛光 20名

奉化日报社拟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区委要求，“宁波市奉化区广播电视中心”“奉化日报社”统一

归属宁波市奉化区融媒体中心，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 8月 11日起 90日内向奉化日

报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奉化日报社清算组
2020年8月11日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
奉化市雪窦山青少年排球俱乐部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13586669201。
奉化市雪窦山青少年排球俱乐部

2020年8月13日

公 告
因岳林路（金钟路—东环路）保通提升工程—电力土建配套工程

施工需要，自 2020年 8月 15日（星期六）起至 2020年 9月 15日，对

金峰路至金钟路由东往西方向机动车道进行封闭式施工，请各机动车

驾驶员绕道通行，对周边百姓进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宁波市奉化区惠海地下管线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3日

共建“我们的家园”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讯

员 陈洁琼）“工伤保险费应当由用

人单位缴纳，这题选A！”“退休人员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服刑期间能享

受基本养老金吗？应该不能了吧

……”8月 11日晚上，万达广场 1号
门内人头攒动，市民们被一场别开

生面的宣传活动吸引了目光。

为了提高市民对社保政策的知

晓程度，让近年来的社保惠民政策

在群众中入心、入脑，继中山公园现

场咨询活动后，区人力社保局精心

组织，举办了一场生动活泼的社保

政策宣传暨有奖知识问答活动。

市民李女士今年 49周岁，明年

10月退休。她通过工作人员的耐

心测算下，了解了自己大概能领到

的养老金数目，还参与了有奖问答，

答对了题目后，领到了一把雨伞。

“真是太好了，通过答题不仅可以学

习社保相关政策，还能中奖赢礼

品。”李女士高兴地说。

在活动现场，区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通过讲解图文展板、派发宣传

资料、现场咨询服务、有奖问答等形

式，从“看得懂、算得清”角度宣传社

保政策，共发放宣传资料近 300套、

接受咨询近 100人次、参与互动问

答 80余人次，内容丰富、贴心周到

的咨询服务深受欢迎。尤其在“有

奖问答”环节，现场市民踊跃参与，

互动气氛高涨。

政策宣传出新招

社保知识有奖问答收效好

本报讯（记者 袁冰露）眼下，

水蜜桃产销已进入尾声。除了吃鲜

果外，近几年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

与水蜜桃有关的衍生食品，萧王庙

街道的一家果酒公司就以水蜜桃为

原料打造了多种口味独特的水蜜桃

白酒。

走进宁波弥香园果酒有限公

司，一股浓郁的酒香夹杂着水果特

有的香气扑面而来。公司负责人郑

亚龙告诉记者，今年水蜜桃季一共

向桃农收购了 125万公斤水蜜桃，

主要为装箱前运输不方便的熟桃。

“一方面可以增加桃农的收入，另一

方面对我们做酒来说，这批原料是

最好的，越熟出酒量就越高。”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桶桶

发酵缸排列整齐。水蜜桃鲜果在冲

洗、去皮去核后，被放入发酵缸里与

酒曲搅拌在一起，在特定的温度下，

酒曲中的酵母菌将水蜜桃中的糖分

转化为酒精。在发酵一个多月后进

行蒸馏，蒸馏以后即可储藏，时间越

长越好。

公司成立3年来，通过聘请国内

权威酿酒专家团队，不断提升工艺和

技术，力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水

蜜桃酒。郑亚龙说，“三年陈的水蜜

桃白酒开始大批量上市，也是我们下

半年的销售重点，预计销售额在1000
万元左右。”目前，该公司共有 52°、
45°、42°三种度数的水蜜桃白酒，今

年公司还创新研发了一款12.5°的水

蜜桃果酒，计划于年底上市。

三年陈水蜜桃白酒大批量上市
预计销售额可达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