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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阴 雨 缠 绵 ， 加 上 能 见 度
低，连日来，甬城的天气舞台被
阴雨占据。新一周开始，甬城阴
雨天将持续，一大波雨雪正在南下
的路上。

“小寒大寒，冷成一团。”眼下
大寒时节已至。这个时节，寒潮南
下频繁，是我国大部地区一年中的

寒冷时期，风大、低温，地面积雪
不化，呈现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冻
的严寒景象。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2 日
至 26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中
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 6℃至
10℃，局地降温幅度可有 10℃至
14℃；27 日至 30 日，受补充冷空
气影响，中东部地区气温还将有所

下降，并维持偏低状态，最低气温
0℃线将继续南压至江南南部到华
南北部。

根据预报，今天我市阴转多
云，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24 日
到 29 日我市将出现低温连阴雨天
气，其中 24 日到 26 日有雨夹雪，
山区有雪。今明两天，我市最低
气温 5℃至 7℃，最高气温 9℃至

11℃；24 日到 29 日，我市最低气
温 0℃ 至 3℃ ， 最 高 气 温 4℃ 至
6℃。

气象部门提醒，眼下即将进
入春运阶段，相关部门要防范雨
雪冰冻天气给交通运输带来的不
利影响；农民要做好设施农业、
越冬作物、蔬菜、茶树、经济林
果等寒害和冻害的防范工作。

冷！周三起又迎低温阴雨
周三至周五有雨夹雪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打开微信小程序，学生可
以找到由就业管理部门精心筛选
的优质实习岗位，企业可以从实
习期就锁定心仪的“潜力股”。
昨日，记者从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了解到，为了让广大学生和用人
单位更方便地搜索到彼此，宁波
市就业管理服务局日前正式上线

“甬优桥”微信小程序。
据悉，“甬优桥”行动计划

实现政府、学校、企业和第三方
服务机构多方联动，打造一个以
促进就业、服务企业为目标的新
型校企合作平台。这一计划将就
业工作前置前移，为优秀学生提
供优质实习实训岗位，为优质企

业招募优秀学生，切实解决用人单
位和学生招聘求职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是免费为优秀用人单位和学生
提供优质实习实训对接的桥梁。

记者从市就业管理服务局了解
到，“甬优桥”行动计划自 2017年
5月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2017
年浙江省技能人才校企合作洽谈会
宁波分会场和 2017 年宁波就业实
践校企对接大会等活动，吸引国内
170余所学校、市内 1000余家企业
参会，当场签订长期校企合作协议
30余份，90家院校和超800家次企
业达成了人才输送意向，协议输送
毕业生 （实习生） 1.3 万余人次。
目前，网上平台已注册企业超过
600 家，学校 1600 余所，学生近
7000 名 ， 发 布 实 习 岗 位 超 6000
个，有效促成学生到企业实习就
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招聘
难”和“就业难”问题。

全地域争抢优秀实习生
“甬优桥”微信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记者何峰） 1月 20
日，镇海澥浦草莓节暨镇海区草
莓擂台赛在岚山村举行。娇艳欲
滴的“红颊”、晶莹剔透的“白
雪公主”、个大饱满的“梦帅”，
一个个新品种，让游客既饱了眼
福，也饱了口服。

但在现场，最具人气的却是
草莓电商的摊位。草莓较为“娇
贵”，属难于长途运输的水果之
一，以前主要就近销售。“用泡沫
网套和凹槽塑料盒包装，可有效
降低损耗，宁波市内一天就可以
送达，长三角地区两天内就可到
达，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河南
等地方，一般也在 2天内送达。目
前，澥浦草莓最远可送到新疆和
西藏。” 据草莓电商项目负责人
介绍，草莓是澥浦的特色农产品，
去年开始，他们将澥浦草莓纳入

全国销售网络，并在澥浦成立了项
目组。该负责人说，目前，周接单量
稳定在 300 单左右，主要发往千里
之外的北方，随着春节的临近，快
递数量将一路走高。

“有了网销平台，澥浦的草莓
可以让全中国人民品尝。我们合作
社近一半的草莓，是通过游客采摘
和电商渠道销售的。”当地果蔬合
作社负责人金剑侠说。在草莓电商
摊位前，除了游客咨询快递草莓问
题，还有很多当地种植户来洽谈合
作，希望通过网销平台，把自己家
的草莓卖到全国各地。

岚山村是澥浦镇草莓的主要产
地，种植面积超过 500 亩。近年
来，当地农户不断引进新品种，改
良种植技术，提高草莓市场竞争
力。今年的“白雪公主”白草莓和
富硒草莓，受到消费者追捧。

巧包装破运输难题 借电商拓销售渠道

澥浦草莓香飘千里之外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员
宋文军） 记者近日从市司法局获
悉，2017 年司法部启动建立 《司
法行政 （法律服务） 案例库》 项
目，我市上报的法律援助案例“对
农民工袁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案”成
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入选的法律
援助指导案例之一。

建立 《司法行政 （法律服务）
案例库》，积累司法行政大数据，
可以为每一个有法律需求的群众更
好地服务。“案例”上报工作启动
以来，市法律援助中心精心组织，

最后将“对农民工袁某某提供法律
援助案”等 11 篇案例向上报送。
经过层层筛选，其中“对农民工袁
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案”作为具有示
范性、典型性和规范性的指导案
例，被司法部列入司法行政 （法律
服务） 案例库。

我市这件案例为何最终能在全
国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从案例
点评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本
案是 2011 年 7 月 1 日 《社会保险
法》 实施后，浙江省首例工伤保
险待遇先行支付案例，也是全国

首例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的成
功案例 （先 行 支 付 数 额 巨 大）。
关于本案的具体操作、费用的支
付没有一套可行的现成机制，也
是没有先例可循，其难度可想而
知。本案中袁某某并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因此案件从一开始的
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
诉讼，到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
再 到 工 伤 待 遇 的 劳 动 仲 裁 、 诉
讼、执行，最后到先行支付的申
请 ， 期 间 所 经 历 的 诉 讼 程 序 之
多，时间跨度之长，也是较为少

见。”
“我市法律援助案例首批入选

司法部案例库，与近年来市司法
局狠抓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分
不开。”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
工 作 处 负 责 人 说 。 据 统 计 ， 自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9月，全市共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83661件，接待
群众来访来电 352783 人次，为群
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08835.83 万
元。

据悉，司法部的案例库将不定
期吸收各地典型案例予以充实。

全国首例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的成功案例

我市一法援案例由司法部“入库”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邵家艳 张彩娜） 前日上午，位
于庄桥北路与邵丰路交叉口的铁
路北站拆迁安置房二期项目部的
临时用房轰然倒下，完成了拆
除。该处废弃工棚是江北区住建
部门牵头属地单位排查出的 164
处问题工棚中的一处，也是此次

“治保促”违规工棚拆除行动的
最后一个任务。

28 天，完成整治问题工棚
164 处，拆除 31 处，整改问题
389 条。按照江北区“治隐患、
保平安、促转型”集中攻坚方
案，该区住建部门联合各街道

（镇） 于去年 12 月 11 日至 20 日
对全区范围内的所有临时工棚进
行了全面排查，并于当月采取行
动，按照时间节点，全力攻坚突
破，提前 3 天圆满完成整治工
作。

一直以来，工棚是建筑工地
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容易忽视的点

位。江北区住建部门结合新出台的
《江北区建筑工地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针对排摸出的临时工棚 164
处，其中废弃工棚 14 处，以及存
在的隐患及问题 389 个，进行了

“打包处理”，逐项明确整改事项、
责任人、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时
限，实行销号整改，确保全区建筑
工地临时工棚搭建合理、使用规
范。

为形成长效机制，江北区还制
定了全市首部建设工程临时工棚管
理办法，并推广使用 USB 插座、
36V 安全电压及独立烟感报警器，
设置电瓶车集中停放充电区等安全
防范措施。

“办法为整治行动的开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为规范工棚备案管理
和加强工棚监督管理提供了可行性
的依据，强化了工棚的安全风险防
控。”参与拆除行动的庄桥街道相
关人员表示，该项办法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江北城乡旧貌换新颜。

江北28天
整治问题工棚164处

上周，海曙区信谊小学一二
年级 305名学生以一场轻松、快
乐的游园会，完成了期末考试。

游园会现场，五花八门的游
戏节目让孩子们兴奋不已，而节
目背后隐藏的各种知识点却凝聚
着老师的智慧和心血。如二年级
的语文老师，根据教学评价体系
中对学生的识字、写字、查字
典、口语表达等方面要求，设计
出针对性很强的 9 个板块的游
戏，如“小狗喂食”对应读生
字、“羊肠小道”对应朗读一篇
小短文、“飞镖投掷”对应口语
交流，老师根据评分标准打星。
而对一年级学生的数字测评，则

通过拨时钟、贴福字、掷骰子加点
数等游戏来完成。

“一切从孩子的实际出发，努
力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是低
龄段学生教育的一大重点。通过
设计精准的游戏方式，既测评了
学生知识掌握的真实水平，又在
很大程度地保护了学生积极向上
的学习兴趣，孩子们开心的笑脸就
说明今天的‘考试’很成功。”校
长陈岱说。

（严龙 胡雅芳 摄／文）

贴福字，做算术。

一名学生正在拨时钟答题。

充满轻松活泼气氛的游园会现场。 手持答题卡的孩子们排队准备“闯关”。

期末考：游园会

今年春运即将开始，市公交总公司永平公司在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的同时，近日组织参与春运的百余名司乘人员参加“毛毛虫竞速接力
赛”“众星捧月”等多项趣味活动，让大家放松身心，以最佳的精神面
貌和身体状态投身春运。

（徐文杰 赵路 摄）

“热身”迎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