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宁波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先进表彰大会
时间：4月底
承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2、“勇当治水主力军 打赢剿劣攻坚战”全市职工剿灭劣Ⅴ类水集中
行动
时间：5-10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3、“展示职工风采 助力名城名都”全市企事业单位九大文体联赛之
三人篮球联赛、“企业之歌”展演
时间：5月20-21日、27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体育局
4、“劳动光荣 匠心筑梦”首批港城工匠素质提升和系列宣传活动
时间：4-6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5、“弘扬劳模精神 宣传劳模事迹”宁波劳模馆开馆
时间：4月下旬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6、2017宁波市职工技能精英赛群英赛
时间：4-10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7、“劳动光荣 休养快乐”千名劳模“健康健身”行动及优秀科技人才、
一线职工免费疗休养
时间：4-11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8、“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流动体检车进企服务
时间：4-11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9、“法在身边”工会维权系列活动
时间：4-12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各区县（市）总工会
10、“互助互济 关爱人生”2017职工医疗互助保障专项行动
时间：3-4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1、“惠粉有礼”5·1服务卡会员服务活动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2、“最美乡村 与‘惠’同行”——“海风韵”宁波职工走进宁海长街环
海健步走
时间：4月16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中共宁波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协办单位：宁海县长街镇人民政府 宁海县总工会
13、“惠在你心 惠看我行”甬工惠微信平台二周年庆暨网络文化宫、
会员管理系统等新功能启用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4、“基层职工文化提升年”启动暨宁波市职工艺术团进中石化、华翔
集团慰问演出
时间：4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5、“五一剧场”——交响乐专场演出
时间：4月26日、29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镇海区总工会

“展示职工风采 助力名城名都”
宁波市总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活动

繁花似锦，绿荫如海。五月，是花开的季节，更是劳动的季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全市各级工会将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歌唱劳动，感悟获得，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我市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加快建设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16、“五一讲堂”——交响乐、文学专场讲座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7、“五一广场”红五月免费观影、儿童剧表演、肖邦专场钢琴独奏、亲
子幼儿芭蕾舞培训等活动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8、宁波市第五届金融系统职工乒乓球友谊赛
时间：5月26-27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金融业联合会
19、宁波市第三届乡镇（街道）围棋比赛
时间：4月29日-5月1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总工会
20、各区县（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纪念大会
时间：4月下旬
承办单位：各区县（市）总工会
21、“江北工匠”表彰文艺晚会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江北区总工会
22、镇海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
时间：5月中旬
主办单位：镇海区总工会
23、“寻找身边的工匠”征文演讲比赛
时间：4月
主办单位：北仑区总工会
24、迎“五一”北仑区首届职工楹联书法作品展
时间：4月中下旬
主办单位：北仑区总工会
25、“争当鄞城工匠 建功品质新鄞州”劳动竞赛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时间：4月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26、“美康杯”鄞州区第二届职工羽毛球等级联赛
时间：4月22-23日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27、“我才我秀”鄞州区第三届职工才艺大赛
时间：3-6月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28、“职工情 鄞州梦”鄞州区职工艺术团走基层慰问演出
时间：4-12月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29、“百场电影送职工”活动
时间：4-6月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30、“佳书传乡音”、“书香进企业”活动
时间：4月中下旬
主办单位：奉化区总工会
31、“节日惠享、福礼有你”甬工惠送福利活动
时间：4月中旬
主办单位：奉化区总工会、各镇街道总工会
32、“劳动情 职工美”奉化市职工艺术团文艺下乡活动
时间：4月-5月
主办单位：奉化区总工会

33、“奉行工益 惠我职工”体育健康欢乐送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奉化区总工会
34、“娘家人讲师团”走进企业巡回宣讲
时间：4月-5月
主办单位：慈溪市总工会
35、“中国梦 劳动美”慈溪市职工艺术团走进新浦、观海卫、逍林慰问
演出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慈溪市总工会
36、“工运情·半岛梦”象山县庆“五一”先进表彰暨西周职工文化活动
中心落成文艺晚会
时间：4月23日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县工人文化宫、县职工艺术团
37、“温暖娘家人”职工志愿服务团宣传文体队走进西周职工文化活动
中心慰问演出——越剧专场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县工人文化宫、县职工艺术团
38、庆“五一”象山县第三届职工钓鱼比赛及全国棋牌、桥牌通讯赛（象
山分赛场）
时间：4月21日、23日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
39、“寻找象工最强基因”——征集投票大赛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
40、“情系劳动者 法在你身边”——象山县总工会法律知识有奖竞猜活动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
41、“五一惠”微信平台正式上线暨幸运大转盘抽奖、灯谜月月猜活动
时间：4月底-12月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
42、“税收杯”宁波大榭开发区第十届男子篮球赛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大榭开发区总工会等
43、“劳动美 在大榭”纪实摄影赛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大榭开发区总工会
44、“活力基层工会”星级创建及品牌创建表彰会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大榭开发区总工会
45、“寻找高新工匠”启动仪式
时间：4月下旬
主办单位：高新区总工会
46、“美丽新区 健康生活”迎“五一”职工步行活动
时间：4月28日
主办单位：杭州湾新区总工会
47、“我运动、我快乐”2017职工篮球联赛、第四届职工足球联赛
时间：4月17日始
主办单位：杭州湾新区总工会
48、周末联谊、百场电影进商圈活动及综合素质培训班
时间：3月-12月
主办单位：杭州湾新区总工会

49、“财税杯”第四届“美丽新区”书画摄影比赛
时间：4月中旬
主办单位：杭州湾新区总工会
50、“健康行动进商场”全市商业企业导购员关爱活动
时间：4月-5月
主办单位：财贸金融工会
51、“玫瑰之约”财贸金融系统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
时间：4月-5月
主办单位：财贸金融工会
52、宁波市餐饮业职工户外拓展活动
时间：4月-5月
主办单位：财贸金融工会
53、“草长莺飞 爱恋甬城”青年职工交友活动
时间：4月15日
主办单位：市建设工会
54、“庆五一、我运动、我健康”市建设系统职工龙舟大赛
时间：4月21日
主办单位：市建设工会
55、庆“五一”市文卫系统“我运动、我健康”职工趣味运动会
时间：4月18日
主办单位：市文卫工会
56、庆“五一”市属工业系统“我运动、我健康”职工运动会
时间：4月5日-5月15日
主办单位：市工业工会
57、庆“五一”市直属系统“厉害了，咱们工人阶级”微视频创作比赛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市直属基层工委
58、交通运输系统劳模先进健步走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市交通运输工会
59、交通运输系统职工桥牌赛、羽毛球赛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市交通运输工会
60、宁大上海医生义诊、体适能测试及关节炎专家义诊活动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市教育工会
61、“十大达人”评选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市教育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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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罗
雨辰）“如果这个课题得到突破，
撬动的将是数十亿元的市场！”近
日，《大口径供水管道水流体电磁
检测技术与产品化研究调研》的博
士后研究课题在宁波水表股份有限
公司开题，对于这一研究方向，企
业负责人寄予厚望。

江北区人社部门的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电磁水表是水表产业的

“蓝海”，未来市场需求将有数亿
台，但目前国内企业在相关技术领
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并未掌握核心
技术，难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水平技术产品。特别是大口径
电磁水表产品在国内大型水表企业
中还是空白。近年来，宁波水表股
份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企业博士后工
作站作为前沿课题的攻关平台。
2013 年时引进李泽松博士进行小

口径电磁水表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抓住先机推出 DN15-40 的小孔径
电磁水表，帮助企业在电磁水表领
域实现“弯道超车”。今年，再次
引进钱金凤博士对大口径电磁水表
进行技术攻关。

当地人社部门的负责人称，为
了撬动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帮助
企业更好地集聚创新型人才，近年
来，当地不断完善博士后工作体

系，鼓励企业踊跃设立企业博士后
工作站，并依托这些工作站，在企
业品牌创新创优、新产品研发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一批高
水平的科研成果。据了解，当地企
业博士后工作站累计承担市级以上
项目攻关 8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20 余个，发表 SCI、EI 等论文 30
余篇，实现成果转化新增产值逾亿
元。

一个课题撬动数十亿元市场
江北博士后工作站助力企业发展“弯道超车”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昨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部门获悉，本年度市各级机关考
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定于 4 月 22 日
至 23 日 （本周六、周日） 举行，
将有2.6万余名考生赴考。

据了解，参加本次公务员笔试
宁波考区共有 26335名考生。今年
我市共设 15 个考点，890 个考场。
其中，市区设置宁波技师学院、浙

江万里学院、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宁波
工程学院西校区5个考点421个考
场，安排考生 12486名；在镇海、北
仑、余姚、慈溪、奉化、象山、宁海 7
个区县（市）设置 10 个考点 469 个
考场，安排考生13849名。

人事考试部门提醒称，考生
请于 4 月 17 日 9 时至 4 月 22 日 24
时登录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

2.6万余人周末赶考公务员笔试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新一周在冷空气的影响
下开场，雷雨让急速升温的甬城
清凉起来。值得庆幸的是，近期
甬城晴多雨少，气温宜人，适合
外出踏青。

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近期
强对流天气增多。昨前两天，我
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并伴
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雨。昨天，
慈溪余姚短时雨量较大，局部地
区出现雷电活动。

尽 管 近 期 南 方 地 区 升 温 明
显，但冷空气的余威仍在。据中
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

19日至20日，江南、华南等地有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
流天气。

根据预报，本周三后期到周四
上午，我市仍有一次降水过程，其
余时段多云天气唱主角。近期我市
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除今天突
破“3字头”之外，其余时间稳定在
21℃至 25℃之间，最低气温稳定
在14℃至17℃之间。

气象部门提醒，春季强对流天
气频发，请大家需注意防范局地短
时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的不利影响。
此外，请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变化及
时安排春播和茶叶采摘等作业。

本周晴多雨少气温宜人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肖刚 钟陶行）“妈妈，我出
去玩了，两年后见！”4 月 14 日，
海曙区两名年仅 11 岁的 5 年级小
学生结伴离家出走，并留下写有
上述内容的一张纸条。经家长求
助警方及媒体后，他们的去向一
度牵动了整个甬城人民的心。

昨天 14时，从市公安局海曙
分局传来好消息：经过连续 60多
个小时的艰苦寻找，两名失踪学
生小张和小周在余姚找到了！

4 月 14 日与 15 日这两天，海
曙望春派出所和段塘派出所分别
接到两位家长报警，称自家孩子
小 张 和 小 周 在 放 学 后 “ 失 踪 ”
了。唯一的线索就是孩子放在茶
几上的一张“提醒”纸条。派出
所民警随即通过视频监控对两名
学生离开轨迹展开分析跟踪，在
学生家属的辨认下，发现两人在
客运中心附近进入轻轨客运中心
站，转车前往北仑区。之后，民
警与家属一路追踪，发现两名学
生于 14 日 18 时许进入北仑银泰
城，购买一些户外运动装备后，
离开银泰城。

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两
名学生已于当日 19时搭乘出租车
前往慈溪达蓬山风景区香湖丹提
小区。

马不停蹄，民警立即赶到慈
溪，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又发现了两人的踪迹——15 日凌
晨3时两人曾在329国道线龙山镇
某夜宵摊吃过夜宵。走访该夜宵
摊位业主，民警掌握到两人曾询
问过“慈溪市中心怎么走”的问
题，并以此为线索继续展开搜寻
工作。

其间，海曙公安成立了由刑
侦部门牵头、属地派出所配合寻
人工作组，全力查找两名学生下
落。之后，工作组在全市范围内
发布协查通报，展开更大范围、
更大力度的排查工作。

4 月 17 日 14 时许，高铁余姚
站派出所接到慈溪城乡公交公司
292 路驾驶员严师傅报警，发现
疑似的两名学生。派出所根据协
查通报进行核查，确认两人就是
近日失踪的两名学生。

目前，两名小学生身体情况
正常，情绪稳定，已与家属团聚。

两名小学生离家称“两年后见”
3天后被警方寻回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鄞州记
者站张绘薇 通讯员鄞纪轩）“责
任部门履行治水主体责任不力，造
成进展滞后的，一律对主要负责人
开展约谈提醒……”日前，一份严
明纪律、“护航”劣Ⅴ类水剿灭行
动的通知让鄞州区的干部们更真切
地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

据悉，为保障剿灭劣Ⅴ类水行
动持续深入推进，鄞州区纪委出台
通知，重申责任要求、划定纪律红
线，并组建监督小组，对相关单位

在剿灭劣Ⅴ类水体行动推进中存在
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
实行“五个一律”责任追究，即主
体责任不力，造成进展滞后的，一
律对主要负责人开展约谈提醒；该
问责而不问责的，一律按有关规定
追究监督责任；被媒体曝光后应对
处置不当、整改不力的，一律通报
批评；关于违反治水纪律的信访举
报，一律优先核查处理；对在治水
工作中有吃拿卡要、贪污侵占、失
职渎职等行为的，一律严肃查处，

并予以曝光。
“出台这份通知，既为剿灭劣

Ⅴ类水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
障，也助推了纪检组织实施精准监
督。”鄞州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重申各职能部门责任、规
定责任追究情形外，通知还对全区
纪检干部履行监督职能提出了“五
查五看”的要求，即通过查原始记
录，看传达部署是否到位；查工作
方案，看目标任务是否明确；查工
作进度，看任务推进是否有序；查

治理实效，看工作作风是否扎实；
查监管履职，看督促指导是否有
力。

此外，为在严肃纪律的同时鼓
励和保护广大党员干部在劣Ⅴ类水
剿灭行动中敢于担当，通知还明确
要求认真区别失职与失误，对党员
干部在劣Ⅴ类水体剿灭行动中，主
观上出于公心、担当尽责，因受客
观因素影响等造成工作过失的行
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容错免
责。

鄞州挺纪在前护航劣Ⅴ类水剿灭战

昨天，海曙区高塘小学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参加沙画“地球”活
动。为迎接 22 日“世界地球日”
的到来，当天，该校举行“我爱地
球”系列活动。学生们利用多媒体
影像资料和书画展示地球沙漠化、
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倡导大家
从点滴做起，节约用水、用电、用
纸，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尽一分责
任。

（徐文杰 陶宁 摄）

为地球母亲
画个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