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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今年前2个月，近8000名高校
毕业生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
议，同比增长 43.2%。昨日记者从
市人社部门获悉，在“抢”人才的
诸多举措共同发力下，近期我市接
收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明显增加。

“过年前，同学推送给我‘宁
波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
毕洽会消息，我们一帮同学就组团
去临市面啦。”宁大科技学院的忻
同学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大四
了，找工作已迫在眉睫，相比回老
家，我更想在宁波从事外贸方面的
工作。通过毕洽会，我找到了心仪
的公司，过完年就开始实习了。”
记者注意到，和忻同学一样，将宁
波作为就业城市的高校毕业生越来
越多。

采访中，记者获悉，毕业生选
择宁波作为他们就业创业的起点，
和我市稳中向好的经济环境和就业
环境息息相关。根据春节期间企业
用工情况调查显示，超九成的被调
查企业节后有招工计划，较去年增
长了 44.14%，并且平均薪酬同比
增长 14.5%。节后至 3 月 2 日 （正
月十五），全市共举办招聘洽谈会
40 场，进场单位 3894 家次，提供
岗位 10.31 万个次，分别同比增长
7.42%和 14.88%。同时，市人社部
门主动出击，将就业创业服务前置
前移，往年通常在年后才会举办的
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今年提前
至 2 月 3 日举办。29 届毕洽会上，
900 家企事业单位提出岗位需求 2
万余个，1.3 万余名毕业生进场洽

谈，在要求参展单位亮岗亮薪亮实
习见习补贴等创新举措下，现场初
步就业意向达成率近 40%。此外，
为使高校毕业生获得更为便捷高效
的服务，我市依托新型校企合作平

台甬优桥 Ujob，以促进就业为目
标，集合宁波第一手优质的实习岗
位和学生实习需求资源，免费为优
秀用人单位和学生提供优质实习实
训对接。去年 11 月，我市更是在

全国率先开发使用高校毕业生就业
协议鉴证网上办理系统，用人单位
与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后，无须再
赴人社部门现场办理，可直接在网
上办理鉴证。

前2个月，近8000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

来甬高校毕业生同比猛增四成多

3月11日，我市多家企业在北仑九峰山联办了一场“才下梅头，摄上心头”的单身联谊会，为年轻员工们送
上满满的春日单身福利。活动发起方之一的靠谱网络创始人龚青春告诉记者，职员单身问题已不只是社会和企业
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引留人才的一个关键。图为活动当天，在两家企业负责人的见证和祝福下，来自浙江围海集
团的一名员工向此前通过企业联谊平台结识的女孩求婚成功。 （周琼 摄）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潘慧敏）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记
者昨天从宁波轨道交通“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誓师大会上获悉，
今年我市轨道交通有效投资将达
120亿元，全面推进2号线二期、3
号线一期、4 号线、5 号线一期工
程和宁奉线工程建设，其中完成
重点工程投资 95亿元，力争年末
日均客流量达到38万人次。

轨道交通建设将努力做到
“五结合四同步”，即地上与地下
相结合、功能与景观相结合、
近期与远期相结合、市区与郊

区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
做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报 批 、 同 步 建 设 。 在 具 体 节 点
上，2号线二期实现首通段 （清水
浦站—聪园路站） 洞通；3号线一
期实现洞通、车站全部封顶，围
挡 占 用 的 道 路 同 步 实 施 恢 复 提
升；宁奉城际铁路实现首通段车
站全部封顶；4 号线加快建设；5
号线一期车站全部开工。

随着 3号线一期建设进程的加
快，轨道交通已开始筹备该线开通
前的各项工作，以保障该线按计划
于明年底开通。

今年我市轨道交通建设
有效投资120亿元
3号线一期计划明年底开通

本报记者 陈章升 何 峰
慈溪记者站 邵 滢

这两天，天刚擦亮，慈溪市长
河镇大牌头村村民潘根尧便骑着农
用三轮车，去地里收割包心菜。

“天气开始暖和了，菜长得快，我
要抓紧收割。现在有了老杨，这些
菜不愁卖！”

潘根尧提到的老杨名叫杨年
岳，是长河镇农合联农事服务中心
主任。2014 年 12 月，长河镇成立
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
的农合联。2015 年该镇在慈溪组
建了首家镇级农事服务中心，整合
服务资源，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合联统一制定生产标准、统一
育苗、统一植保、统一采购生产资

料、统一信贷服务，农民不愁销
售，也不愁资金，而经销商不愁品
质，可以实现多赢。”杨年岳说。

长河镇农事服务中心就像一家
农业服务超市，“货架”上摆满了
生产、供销、信贷各类产品。如
今，农事服务中心把化肥销售公
司、农机公司等吸纳进来。农户们
买化肥不仅价格优惠，还能送货上
门；想要用农机，也能享受优先预
约。

大牌头村是长河镇的蔬菜种植
特色村。近年来，在当地农合联、
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龙头企业这

“三驾马车”的联合带动下，村民
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大牌头村党总
支书记陈雪锋告诉记者，目前，村
里流转的土地近1200亩，其中2户

农户承包了 100 亩以上土地，7 户
农 户 承 包 了 50 亩 以 上 土 地 。 这

“三驾马车”跑得快不快，直接关
系到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不鼓。

传统农业是有什么、卖什么，
而蔬菜专业合作社让大牌头村的农
户抱团发展，与市场建立紧密的联
系。作为大牌头村农业发展的另一
驾“马车”，慈溪市蔬菜专业合作
社通过“订单农业”模式，消除了
当地蔬菜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进入三月，慈溪市三星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里一片忙碌的景象：车
间内，工人正将农户运来的蔬菜加
工后称重、入盒，运至冷库储存；
车间外，叉车驾驶员向集装箱车装
运经过检测包装的蔬菜。“农民们
忙着收菜，我们也要开足马力！这

星期，我们公司平均每天收购包心
菜、西兰花 200 吨左右。”公司负
责人杨杰说。

在大牌头村，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跳出只种植白毛豆、包心菜和
西兰花的“老三样”，尝试种植附
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8年前从新
昌移民落户至此的陈达富，一直看
好村里农业发展前景。前年，他在
大牌头村承包 65 亩盐碱地“小试
牛刀”，种起了日本白桃。“去年开
始挂果，桃子个头大、水分足，一
上市便被客户抢购一空。”他说，

“大牌头的水清、地肥、人好，政
府部门、合作社、企业又很‘给
力’。只要选对种植品种，提升种
植技术，拓宽市场销路，未来的生
活一定会像桃子一样甜甜蜜蜜！”

“三驾马车”带动农户奔小康乡村振兴宁波实践乡村振兴宁波实践
蹲点手记蹲点手记

昨日，慈溪市浒山街道眉山社区联合共建单位慈溪市统计局，在辖区
内开展了“播种一片绿色 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植树补绿活动，共有
38名志愿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通讯员 罗雁 摄）

共建绿色家园

昨天上午，江北区庄桥街道广庭社区开展了以“志愿者植树，成和谐
之家”为主题的植树活动。党的十九大代表陈霞娜 （右一） 与社区志愿者
们一起种下一棵棵树苗。大家希望通过植树建林，为改善人居环境、共建
生态小区贡献力量。 （徐文杰 谢斌 摄）

本报记者 殷 聪 厉晓杭
通讯员 陈盛竹

企业要发展，人才就是“牛鼻
子”。通过大量引进海外工程师，
一批北仑企业站上巨人肩膀，成
功打破一个又一个行业垄断，推
动相关产业跻身世界前沿。数据
显示，北仑目前拥有 800 余名常
驻海外工程师，累计为企业研发、
设计新产品 500 个，申请专利及
专利授权 310 项，填补国内技术
空白 120 项，帮助企业直接新增
产值逾50亿元。

如今，北仑企业引进海外工
程师已由纯粹的技术支持逐渐转
变为人才梯队的培养及企业精细
化管理等方式。

在“双马机械”，该公司总工
程师格鲁里茨·奥托卡尔仍在埋
头研究由他牵头研发的 DK 系列
新型二板式注塑机。虽然注塑机
已于去年下线，但严谨的德国工
程师仍然一丝不苟地寻找着可以
完善的细节。

自引进格鲁里茨·奥托卡尔
以来，德国人的严谨在车间迅速

“发酵”。“去年二板式注塑机下线
时，公司便接到不少求购二板式
注塑机的电话，但公司还是决定
暂缓它的上线时间。要确保它的
可靠性、效率、精度等指标全面达
到欧洲水平。”“双马机械”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格鲁里茨·奥托卡尔
已是公司的第三任“洋总工”。如今，
格鲁里茨·奥托卡尔已成为公司的
股东之一，他像普通工人一样上下
班。在其手把手的教导下，企业人才
队伍培养初见成效。一支占企业总
人数六分之一的技术研发团队也正
在“双马机械”逐渐形成。

北仑其他企业也在积极求变，
通过各种方式让海外工程师更接地
气。深耕海洋装备多年的“捷胜海
洋”通过与日本船用甲板领域资深
专家弘中不二夫的合作，目前累计
合作项目已超过 20个。去年，“捷胜
海洋”与其合作研制的整船大型吸
砂清淤专用特种绞车及臂架再次出
口日本，订单额突破 3000万元。“捷
胜海洋”也凭借该船实现了渔业捕
捞设备领域向海工装备领域的拓
展。

半年引进 6位日本专家，“维科
丝网”高端丝网一举打破了国际垄
断竞争格局；“海伯集团”引进韩国
专家韩明浩，手把手教授先进的制
造工艺与技术，掌握纺车式渔线轮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控制方面的核心
技术；“摩多”引进熟悉东欧市场，具
有海外供应链资深运作经营背景，
又精通俄语、英语、乌克兰语和汉语
的乌克兰人丹尼斯，成功打开俄罗
斯及乌克兰市场……“洋智慧”正帮
助越来越多的企业突破瓶颈，实现
快速转型升级。

海外借智助企业“内外兼修”
——解读北仑海外引智（二）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连日来，习总书记的重
要回信在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昨
日，记者从市委组织部获悉，结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即将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决定在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中开展“学回信、悟初
心、践使命”征文活动。

此次征文鼓励全市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以生动笔触抒写身
边发生的可喜变化和感人故事，
展现把总书记对宁波的亲切关
怀、殷切期望转化为推动改革发
展、唱响“六争攻坚”、创造“三年
攀高”的生动实践；反映广大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担
当、攻坚克难的典型经验。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既可以个

人名义参加，也可以多人联名参
加，联名参加的须注明执笔人，同
时鼓励以单位党组织名义参加。理
论研究文章 4500 字左右；观点研
讨 文 章 3000 字 左 右 ； 评 论 、 杂
文、经验交流、通讯、散文 1500
字左右。涉及人物和事件必须实事
求是，杜绝虚构。

征文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邀
请专家评选优秀征文。征文截止时
间 2018 年 5 月 15 日。作品可发送
至 电 子 邮 箱 （nbswzzbzw@163.
com），同时须注明作者姓名、工
作单位、联系电话、邮箱地址等真
实信息；也可将作品邮寄到宁波市
委组织部宣传信息处 （地址：宁波
市鄞州区宁穿路 2001 号，邮编：
315000），并在信封上注明“学回
信、悟初心、践使命”征文字样。
联系电话89185100。

“学回信、悟初心、践使命”
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李一）昨天上午，总投资约 7亿
元的中商联跨境农产品冷链物流
集散平台暨中商联“一带一路”现
代服务业产业园一期工程，在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开工建设。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 239亩，
计划建设 3 座总设计库容 6 万吨
的先进环保智能跨境冷链保税仓
库、3 座总仓储面积超 12 万平方
米的跨境电商与一般贸易保税仓
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地区
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公共
服务水平最优的国际冷链农产品

进出口集散中心。今后，消费者可以
通过梅山口岸跨境电商通道，以更
便宜的价格购买到波士顿龙虾、智
利车厘子等新鲜海外农产品。

据中商联“一带一路”现代服务
业产业园负责人透露，中商联下一
步将联合多家央企与会员企业，计
划以产业基金的形式投资 500 亿
元，以梅山园区为枢纽，在“一带一
路”节点国家和长江经济带、环
京津冀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一系
列以冷链、商贸物流为主的新一
代智慧环保高效现代服务业产业
园区。

亚洲最大冷链
农产品集散中心梅山动工
将设500亿产业基金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王凯
琳）昨天下午，中互保（宁波）产业基
金落户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入驻
老外滩保险创新港。这是国内首只互
联网保险专项产业基金，预计带动保
险产业相关投资超过200亿元。

中互保 （宁波） 产业基金将借

助海尔金控千亿级平台“产业投
行”和资本的推动作用，为宁波保
险科技发展注入大量资本。

该产业基金由海尔金控、宁波
金控、赛富亚洲及其他社会资本共
同出资设立，总规模 20 亿元，将
主要用于投资互联网保险公司、保

险科技公司、中介机构以及大健
康、大交通等互联网保险生态圈公
司。同时，基金还将推动互联网保
险研究院建设，打造全国领先的互
联网保险创新人才库，推动保险创
业创新人才在宁波集聚。

“7年内，我们争取培育3家上

市公司，至少有一家市值超过千亿
元。”中互保 （宁波） 产业基金相
关负责人透露。会上，鼎宏汽车保
险、易雍健康信息咨询、二十一世
纪保险经纪等三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与基金机构进行了现场签约，其中
两家将落户宁波。

国内首只互联网保险基金落户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