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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程 余姚记者
站谢敏军） 近日，余姚市举行第二
届“理论说唱大比武”决赛，由各地
选送的十九大精神优秀说唱节目，
赢得阵阵掌声。赛后，该市将从获
奖队伍中选拔出一批能用“文艺绝
活”演绎理论政策的佼佼者，组建
成为“理论轻骑兵”。他们来自民
间，在各有所长的基础上，经过学
习培训之后，将专业创作编排团队
的作品送往千家万户，直通民心。

长期以来，基层理论宣讲的最
大困扰，就是如何将深刻的理论生
动化、深奥的政策通俗化，让老百
姓坐得住、听得懂、用得上。余姚
市创新理论宣讲模式，用“理论+
文艺”的方式，培育了一批“理论
轻骑兵”，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介绍，“理论轻骑兵”演绎
的作品，由余姚市委宣传部牵头，
建立由文联、文化馆、民间艺术家

协会等成员组成的 30 余人的专业
创编团队，以及由 50 余名民间文
艺人才组成的乡土创编团队，负责
理论说唱作品创作和重大方针政策
解读，把党的理论政策融入余姚滩
簧、莲花文书、快板、小品、三句半等
文艺形式之中，变“单一说教”为“生
动说唱”。目前，该市已编印下发《喜
迎党的十九大文艺演唱作品集》《做
文明崇德余姚人演唱作品集》等文
艺作品集8册，作品300余个。

有了队伍和作品，如何呈现？
余姚精心打造“理论说唱直通车”
宣讲品牌，组织理论说唱团和基层
小分队，深入村、社区、企业、学
校、文化礼堂、农家院落等开展巡
演“十进”活动，变“固定课堂”
为“流动舞台”，使党员、群众在
观赏节目的过程中接受党的理论教
育。据统计，近年来，该市已累计
开展巡演 500 余场次，受众 8.5 万
余人次。

来自民间 直通民心

余姚“理论轻骑兵”唱响党的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董小军 通讯员
晋民） 企业制订规章制度是行有效
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如果规章
使用不当，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大麻
烦。日前，象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劳
动争议，企业因错用规章制度被判
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

本案当事人李某与象山某针织
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去年 5月的
一天，针织公司以李某工作责任心
不强、频繁出错、纪律涣散，致使
其负责的部门瘫痪，进而影响整体
生产经营、不能胜任工作等为由，
对李某的工作岗位和薪资作了调
整，要求李某在规定期限内做好交
接工作，三天内到新岗位报到，否

则将按旷工处理。当天下午，李某
在收到公司发给他的岗位调整及相
关事项通知书后，向公司负责人发
送了一条信息，表示不同意调岗，
并称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之后，针织公司认为李某未按
时到新岗位报到、连续旷工 5 日、
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发
出 《关于对李某违纪处理通知》，
解除了与李某的劳动合同关系。

李某认为，针织公司的做法违
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去年 7 月
底，其向当地劳动部门提出仲裁申
请，要求对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9万余元。仲裁部门对此
案作出裁决，针织公司应支付李某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43 万
元。针织公司不服判决，向象山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
依法驳回了其诉请。

为何企业按照规章制度解除与
李某的劳动合同被认定为违法？办
案法官表示，首先，针织公司对李
某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理由是其不
胜任工作，且违反纪律，影响了企
业的生产经营，但公司未能提供相
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针织公司
的调岗行为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规
定。其次，在关于李某是否存在旷
工 5天的事实上，据法院调查，针
织公司于去年 5 月 9 日将通知交给
李某，要求其在 3日内到新岗位报

到，按照规定，这个时间不包括 5
月 9日，但针织公司于 5月 13日即
认定李某旷工 5日，犯了低级计算
错误。第三，针织公司解除与李某
的劳动合同的主要依据是其所制订
的员工手册上的相关规定，但针织
公司无法证明其在制订这些规章制
度时，经过相应的合法程序，也不
能证明其曾将这些规章制度的内容
告知李某，因此，不适用于李某。
此外，针织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
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其解除与李
某劳动合同的行为曾征得工会的同
意。

这位法官表示，用人单位调整
员工岗位，应与劳动者协商，并签
订协议。员工手册是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集成，但规章制度的制订必
须合法，其中重要一点是要通过培
训、宣传，让劳动者了解规章制度
的内容。这个案件中的用人单位不
能说没有法律意识，但他们错用规
章制度，这对广大用人单位是一个
教训。

企业错用规章制度
被判承担违法解除合同责任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奉化记
者站黄成峰 通讯员吕峰） 上月
底，全省最大的铸造业电能替代项
目在奉化区提前三个月顺利投运，
宁波恒源铸造有限公司和奉化盛源
铸造有限公司的相关设备进行了

“煤改电”升级。“‘大块头’项目
一点也不费事，我正在向同行们推
荐呢。”一手创办了这两家企业的
总经理陈建达说，他坐在办公室里
完成了项目审批工作，享受了“一
次也不跑”的人性化服务。

陈建达名下的这两家企业有着

齐全的环保审批手续，但他早在两
年前就意识到，铸造行业的环保门
槛会抬高，究竟实行“煤改电”还
是“煤改气”成了盘桓在他脑中的
一大问题。铸造企业普遍以焦炭作
为能源，这一生产过程会产生氮氧
化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废
气。按照国家发改委在去年颁布的

《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
铸造业被列为“在有条件地区推广
电窑炉”的生产领域之一。

刚巧，国家电网奉化区供电公
司上门推广电力替代业务，营销部

主任郭哲军为陈建达做了一份专业
的分析报告。“优质焦炭的价格达到
每吨 2400元时，用电和用焦炭的成
本持平。”郭哲军说，焦炭价格不断
上涨，电价比天然气价格稳定，且
国内的“煤改气”技术不如“煤改
电”成熟，这些因素最终让陈建达
下决心实施“煤改电”项目。

该项目涉及两家企业内相关设
备的更换，还包括一座企业专用变
电站的建设以及相关电网的铺设。

“我只负责更换设备，建好变电站
的‘壳子’，其他的不用操心。”陈

建达说，国网奉化区供电公司为该
项目成立了专项小组，由一位副
总经理牵头，并配备了专属的客
户经理。只要一个电话，客户经
理就会上门帮着设计方案、修改
材料，并替企业在供电公司内部
相关部门间沟通协调。同时，国
家电网奉化区供电公司向省、市
上级公司申请开通该项目的“绿
色通道”，并优先安排电网铺设计
划和相关物资。这种规模的项目
原本至少需要半年才能投运，现
在只花了三个月。

比同类工程节省一半时间，企业经营者“一次也不跑”

省内最大铸造行业电能替代项目提前投运

昨日，“京城活雷锋”孙茂芳
来到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与该
校师生分享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
心得。他还在该院图书藏阅室电子
借阅机设置的“十九大专题”前，
体验通过手指点触屏幕、随时学习
十九大精神的新方式。

（胡龙召 崔雨 摄）

孙茂芳进校园
分享心得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陈张坤 上官荷芬） 进入冬
天，年糕成了市民餐桌上的宠
儿。前不久，在 2017 年浙江省
农业博览会上，北仑白峰街道虾
蜡手工年糕一亮相杭州，便受到
当地市民的追捧。

“虾蜡年糕嫩滑爽口，用上
好的粳米和山泉水制成。没想到
首次参展，效果就这么好。”白
峰品禾农产品合作社负责人何军
科介绍，虾蜡年糕在北仑当地有
良好的知名度，但在区外的名气
还没有那么大。“参展农博会，
这对虾蜡年糕走出北仑、走出宁
波有着积极意义。”

近年来，白峰街道围绕年糕
产业，挖掘传统文化，打造“年
糕文化节”特色品牌活动，并融
合当地山水、民俗资源，发展建
设集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休闲
旅游于一体的“文化+”农业综
合体，创新女性创业+农旅融合
新模式，让农民充分参与受益。
白峰街道发展与服务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介绍：“传统农业嫁接文

化，改善农业供给、延伸农业价
值链，最终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在 传 承 传 统 制 作 工 艺 的 同
时，虾蜡年糕也积极创新。当地
人在传统制作的基础上，利用山
海特色，加工出了金福、银福、
红福、清福、紫福、厚福等六福
系列年糕，就是在制作年糕时加
入海苔、桂花、艾青、芦稷 （高
粱）、 六 谷 （玉 米）、 葱 花 等 原
料，变化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把

“舌尖上的美食”演绎到极致。
小年糕撬动大产业。有数据

显示，目前虾蜡年糕年销售额在
1.3 亿元以上，占白峰街道农产品
销售总额的六成，已成为新农村
建设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年糕虽小，却寄托着大家浓
浓的乡愁，里头大有文章可做。”白
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贺红燕说，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这给了大家十足的信
心。白峰街道将通过“互联网+”手
段，依托“品禾”农产品品牌，拓展
产业链、打通销售链、提升价值
链，打响虾蜡年糕品牌知名度。

白峰小年糕撬动大产业
年销售额过亿元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
记者站陈光曙 通讯员张薇薇）
近日，象山为全县 16642名持有
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每人免
费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总保
额近7亿元。

残疾人在日常生活、工作、
学习和参与社会活动中比健全人
更容易发生意外伤害，从而给家
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进一
步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状
况，增强其抵御意外风险的能
力，象山县残联与人保财险象山
支公司签订残疾人员意外伤害保
险单，建立起残疾人意外伤害保
险补贴制度。

据了解，此次办理的残疾人
意外伤害保险期自今年12月1日
至明年 11 月 30 日。在一年保险

责任有效期内，被保险人由于遭受
意外伤害直接导致死亡、残疾、烧
伤等医疗费用支出的，均按照规定
进行赔偿。每份组合意外伤害保险
金额为 4.2 万元，其中每人因意外
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烧伤的给付
2万元，意外伤害医疗1000元 （享
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人员提高至
2000 元），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每天
50 元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
人员提高至每天 100 元），重大疾
病身故津贴2000元。

据悉，参保的残疾人若遭受意
外伤害，由本人（监护人）或受益人
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县残联将督
促保险公司办理赔偿事宜。同时，保
险公司将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并建
立限时支付赔款制度，确保受保残
疾人在出现意外后及时得到赔偿。

象山为1.6万多名残疾人
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总保额近7亿元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董天天） 清
淤疏浚，清除病灶；水岸同治，
截断病源；修复生态，固本培元
……今年年初以来，慈溪市匡堰
镇多措并举改善镇域水环境，河
道水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污水
零直排区”创建成效显著。截至
目前，该镇已关停取缔 47 家涉
水污染企业，拆除涉水违章建筑
13533平方米。

匡堰镇是慈溪市“污水零直
排区”创建示范镇。今年，该镇
对镇域所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
新建沿河截污管网11.03公里，完
成133个晴天出水排口治理，对296
家沿街商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建
设净化水质生态浮岛 1.2 万平方
米，打通了镇域内所有断头河。

为推进工业园区“污水零直
排”，匡堰镇打出查、截、封、改的

“组合拳”。其间，该镇全面排查工业
东区、老工业集聚区的经营企业和
排水设施，督促 143 家企业对内部
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搬迁
1家年产值5000万元的齿轮加工企
业，关停 1 家金属发黑处理企业；
改造提升污水管网，修复园区管网
2.5公里，新增管网2.3公里；加强
排水许可管理，向全镇用水量排位
前 100名的可纳管经营户发放排水
许可证；对工业园区的主要河道许
家江实行全时段“电子河长”视频
监控，杜绝企业偷排污水现象。

专业检测单位出具的最新水质
检测报告显示，匡堰镇 16 条镇级
骨干河道断面水质连续三个月达到
Ⅲ类水标准。“今后，镇里将进一
步优化长效管控机制，通过防治结
合、科技治水等措施，延伸河道管
理‘触角’，巩固提升治水成果。”
匡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慈溪匡堰关停取缔
47家涉水污染企业
骨干河道断面水质连续三个月达到Ⅲ类水标准

北仑博智培训学校于日前举行了一场蛋糕技能竞赛及爱心义卖活
动。据悉，北仑博智培训学校是市妇联购买手工作坊培育项目的承接方。
在活动现场，20名优秀学员现场制作蛋糕并当场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
给了北仑区慈善总会，用于帮助困难家庭。 (陈红 厉晓杭 摄）

自制蛋糕 义卖助困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周骏 陈泽州） 让青春梦想在创意
中放飞，在文明中成长。日前，由
市文明办、团市委、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 （城市管理局） 联合举办的青
年三江楼面灯光设计大赛决赛暨城
管义工沿街商户联盟启动仪式在杉
杉公园举行，青年才俊们用智慧和
激情为建设“名城名都”添砖加瓦。

来 自 企 业 、 高 校 的 13 名 青
年，各自携灯光场景设计作品登上
三江夜景“舞台”，用灯光传递文
明风尚，号召全市青少年、城管义
工、爱心商户共同参与城市文明接
力。

这 13 幅展播作品充满了奇思
妙想。如王洋东的 《梁祝化蝶》，
两只蝴蝶在莲花池畔相伴共舞，梁

山伯与祝英台在月色清辉下牵手相
望，生动还原了“梁祝化蝶”传
说。杨凯的 《城市·变迁》，以彩
色晶格化的形式展现鼓楼、天封
塔、商会国贸以及财富中心等标志
性建筑，古今建筑同台展现宁波悠久
的历史和城市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最 终 ， 王 洋 东 的 《梁 祝 化
蝶》、单一峥的 《剪影历史·活力

宁波》、陈丹平的 《海景·城市·
山景》三个作品获得优秀奖。

“本次大赛，是吸引更多青年
参与城市管理的探索和尝试。”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赛收到 40 件参赛作品，全部入
选三江媒体立面的场景素材库，在
经过提炼和完善后，将有机会正式
登上三江夜景大舞台。

青春创意灯光秀“扮靓”三江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