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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导引才

去年，段塘街道人才工作成绩
单颇为亮眼：波尔管业张平入选市领
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
人选；狮丹努集团新建三个校企合作
基地；御坊堂生物科技建成省级企业
研究院；狮丹努集团与中国工程院院
士俞建勇合作启动院士工作站建设；
太平鸟集团主板上市，亿林节水在

“新三板”挂牌。
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段塘

街道在政策、机制以及产业引导等
方面的着力推进。“我们根据市区两
级先后出台的人才工作政策，初步
建立了企业发展、人才成长、资本
对接和服务保障的持续扶持机制，
同时紧抓‘中国制造 2025’示范城
市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契机，深入
实施‘内育外引’实体产业培育计
划，通过产业引导，不断吸引更多

人才来街道创新创业。”该负责人说。
目前，狮丹努启运路厂区综合

升级改造二期工程、福特继电器年产
1000万个继电器生产线技改项目等
稳步推进，街道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已基本实现电子商务应用。

搭建平台留才

引才用才还得留才。针对辖区
内制造企业、汽车4S企业和技术工
人多，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人员队伍不
稳定、技术蓝领年龄层断层等问题，
段塘街道评选出10名“工匠精英”，
创建8家“工匠创新工作室”，并出
台相应激励机制，加强高技能人才培
育培养。

针对辖区896大学生创业园，则
提供人事代理、人才培训、会务安
排、行业沙龙、资源对接等贴心服务
和创业补贴、社保补贴、小额贷款等
政府补助，同时引入专业人力资源公
司，开展“小兵训练营”“创业创新
汇”等活动，为大学生初创企业提供
专业指导直至成功孵化，为初创企业

成长发展助“一臂之力”。去年 9
月，园区企业海曙目童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宁波魔梵商贸有限公司在“青
创版”挂牌；傅赢洲荣获市大学生

“创业新秀”称号。目前，园区累计
入驻创业企业 61 家，带动就业 496
人，近三年入园创业实体存活率达
97%。

段塘街道还创设“企情通”平
台，充分整合区里相关部门力量，
为企业提供人才服务、急事急办事
项等 100 多项，尤其在配偶调动、
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个性化”“保
姆式”服务，让广大人才解除了后
顾之忧。“只有让各类优秀人才工作
得有优越感、有成就感，人才红利
才会真正转化为技能红利和效益红
利。”段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近日，鄞州区首南街道吹响“六大专项行动”攻坚号角，其中
“实施城乡品质提档行动”和“美丽社区建设行动”格外引人关注。

“作为鄞州的核心城区，一个靓丽、优越、高品质的城区综合
环境，事关全区的‘门面’，也事关首南街道自身的发展。”首南街
道党工委书记王新说。

今年该街道“城乡品质提档行动”的目标是，以打造“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的魅力首南为目标，以公共空间环境品质提升
为重点，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为主要抓手，坚持功能做强和
环境做优并重、精致建设和精细管理同步、重点推进和典型示范
结合，不断提升核心城区标杆形象、特色风貌和人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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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的蝶变，推动一个
片区环境提升

“在这里住了 10 年，感觉周边
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近日,走在
宁姜公路上，鄞州区首南街道九曲
社区居民陈玲娣不住地感叹。这里
曾经的“脏乱差”悄然消失，随之
迎来的成排绿树、整洁宽敞的地面
以及图文并茂的文化墙扮靓了整条
马路。

一年前，路过宁姜公路时，市
民经常看到的是马路两旁乱搭乱

建、农民种田、小摊贩成群的乱
象，问题突出、改造任务重。

去年下半年，以“治乱、改
旧、提质”为目标，该街道共投入
近 500 万元，集中开展宁姜公路道
路两侧沿线绿化、厂房店铺门前环
境、农田管理等整治工作。在短短
半年时间里，通过景观改造、综合
整治、田间管理等举措，改善了宁
姜公路两侧环境。如今再看，宁姜
公路两侧鲜花、草地、绿树等景观
错落有致，沿途还建起了近 5000
平方米的文化墙。

宁姜公路只是一个缩影，在首
南街道多个重点片区里，从“脏乱
差”到“白净美”的蝶变不断上演。

同时，社区环境整治也初见效
果。九曲社区是首南辖区内体量较
大的一个安置小区。陈玲娣清楚地
记得，刚搬进小区那会儿，许多居
民习惯还没改变，经常会在小区绿
化带里种菜，把农具堆放在楼道
里，甚至有居民到小区外的空地上
乱搭建、乱开垦。同样的情况，也
曾出现在南裕、陈婆渡等老旧安置
小区。

针对这些难题，首南街道通过
抓基础设施建设，抓居民素质教
育，抓多方联动“三大抓手”，建
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努力改善小区环
境。与此同时，社区通过组织志愿

活动、“物业、居民、业委会”三
方民主协商联动等方式开展环境整
治。

在这一系列引导过程中，许多
陋习慢慢消失了，小区面貌改变
了，居民对于小区的归属感更加强
烈了。

一张对账清单，要求限时
完成整治任务

3 月 9 日，首南街道启动了“六
大专项行动”方案，以列清单的方
式，明确了项目内容、责任人以及时
限，一场克难攻坚战正式打响。

在“实施城乡品质提档行动”
方案中，明确提出“聚焦功能优化

和品质提升”，要求提升 1 个背街
小巷片区，完成宁姜公路与明光路
首南段两条道路沿线设施维护及环
境整治，完成幼儿园和小学等 8家
单位污水改造工程，开展桃江、傅
家两村及三个老小区雨污改造及截
污纳管工作，8个社区 17个小区完
成垃圾分类全覆盖。

在“美丽社区建设行动”方案
中提出，初步完成老旧小区品质提
升工作，整治群租房、车棚车库住
人、违章停车、跨门经营等乱象，
建立文明创建常态化机制。

同时，首南街道还将统筹“三
点一线”布局，即对鄞州大道转入
宁姜公路路口、茶桃路与宁姜公路

交叉路口、宁姜公路与人民路分岔
路口设计建造人文景观，在景观提
升中留住首南的历史记忆。

此外，九曲社区作为 2017 年
区级文化家园创建试点社区，将全
面打造乐惠宜居的水韵家园；文华
社区也已着手打造“国际化社区”。

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
中……一幅美丽的城市生态宜居画
卷正在首南街道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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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联勤村的“和润坊”老年
公寓是骆驼老集镇棚改项目中，专
门为高龄老人设置的过渡房，共有
70余套，目前入住老人30余户，平
均年龄超过 80 岁。因为该地离菜
场步行要近 20 分钟，为解决老年
人“买菜难”问题，去年夏天，当地
朝阳村、中街社区和共建单位中鑫
毛纺公司三方牵线助推，找到了

“一昕农场”为老年住户送菜。农场
负责人杨乾雄说，每天送 20 公斤
蔬菜，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半卖
半送，90岁以上老人免费。

给老年人送菜上门，是骆驼街
道创新实施“六联动”模式的一个
事例。“通过全域统筹、各领域融
合，构建城市党建发展新格局。”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围绕“魅力
新城”等目标，打造全域党建品质
圈，但一段时间运作下来，发现几
个“圈”因为各自“封闭”运作，效果
不明显。去年，街道推出组织联建、
资源联享、实事联商、公益联办、文
化联动、文明联创“六联动”模式，构
建线状的、开放式的大联盟格局，对
焦“短板”抓提升，集合资源优势，内
引外联，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骆驼街道现有 10个建制村、9
个社区。他们按照地域相邻、文化
相联、治理相关、优势互补的原则，
以“3+X”模式组建联动推进。“3”
指一村一社一党建示范企业，“X”
指楼宇、商圈、社会组织、专业市场
等两新组织，将强弱不均的基层组
织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实现各联
合体资源配置最优化。

目前，骆驼街道组建了 9个区
域党建联合体，要求各联合体每年

开展 6次以上的公益活动、文化汇
演、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活动，助
力建设品质小镇，打造“卓越骆
驼”。

在农村，村企联动,建成朝阳
村生态游步道、董家畈村梅园、清
水湖村现代农业园、敬德村洁美示
范村为一体的新农村建设精品线；
在社区，做优“微民生大服务”，
1900 多人的志愿者团队建成中街
社区和润园、南一社区廉政文化基
地、静远社区智慧生活馆等民生服
务精品示范点；在企业，以骆驼商
会党委为核心，带动中鑫毛纺、达
尔轴承、杜亚机电等企业，积极推
进网格建支部，实现村（社区）全覆
盖。

“六联动”盘活了党建资源，推
动联合体集约式发展，活力倍
增。在街道棚改一期项目推进过
程中，近百名党员志愿者加入棚
改助推先锋队。街道推出特色岗
位，供志愿者进行双向选择，确
定服务内容。根据自身特长，志
愿者分别组建阳光法务队、助推
志愿队、暖心服务队，帮助宣讲
政策、解决难题、化解矛盾，在
政府和居民之间架起一座“连心
桥”。其间，党员志愿者开展助推
活动 2000 多次，200 多位党员带
头 签 约 ， 协 助 完 成 评 估 500 多
户、签约 1000多户。去年下半年
棚改二期启动后，结对单位广泛开
展工作联动，累计走访拆迁户 850
多户，组织居民参观棚改过渡房、
安置小区3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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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治理精细化
首南街道：

整治后的宁姜公路。（朱军备 练丹妮 摄）

整治后九曲社区环境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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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段塘海曙段塘：：
引才留才抢占区域发展引才留才抢占区域发展““第一资源第一资源””

早上七时许，一辆送菜车开进镇海骆驼街道“和
润坊”老年公寓。管理员老蔡把送来的青菜、芹菜、
茄子等六七样新鲜蔬菜分类摆进冰箱，等待老年人前
来选购。没卖完的蔬菜，再送到中街社区的惠民食堂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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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过，海曙区段塘街道就马不停蹄地推进“美境科技”团队项目的落地工作，已入围区
级人才库的该团队负责人何帆表示，之所以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入驻段塘，源自段塘引才留才政
策和举措的强力吸引。

“人才是支撑区域发展的‘第一资源’。去年以来，街道把人才工作与党群、经济工作等共部
署、同推进，通过健全机制、丰富载体、优化平台、拓展服务，不断提高人才工作与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契合度，为街道全面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智力支撑。”段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896大学生创业园。（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