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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昨日记者从中国宁波人才市场
获悉，在刚刚结束的招聘“金三
月”中，8947 家次单位参加了人
才市场的 32 场现场招聘会，推出
186770 人次的岗位需求总人数，
81892 人入场求职。平均下来，有
超过2个岗位在等一个人。

去年以来，我市各项宏观经济
指标稳中向好，企业的用工需求持
续放大，就业管理部门近期对全市
225 家较具代表性的企业所做的调

查显示，这些企业在今年春节后计
划 招 工 2.17 万 人 ， 较 去 年 增 长
44.14%，需求量占现有用工总量的
19.83%，同比增长 3.24%，66%的
企业需求人数较上年有所增长。进
入中国宁波人才市场进行招聘补充
人 手 的 企 业 数 也 较 上 年 增 长 了
18.16%，同时，企业发布的岗位需
求人数增长13.23%。

记者注意到，在“金三月”招
聘旺市中，中国宁波人才市场现场
招聘求人倍率 （有效需求人数/有

效求职人数） 达到 2.28:1，2017 年
同期是 2.11:1。为了吸引求职者，
在今年的招聘季中，企业开出的薪
资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在所有招
聘岗位中，月薪 3500 元至 4500 元
的占比为 30.63%，4500 元至 6000
元的占比 24.81%，6000 元至 8000
元的占比 14.75%，8000 元至 10000
元的占比 6.44%。其中，4500 元至
6000 元的占比增幅较大，同比增
长约 6%，6000 元至 8000 元的同比
增长约3%。

在本年度现场招聘中，“招人
最急”的行业类别排名前五位依次
是：贸易·进出口、机械制造·机
电·重工、汽车·摩托车 （制造·
维护·配件·销售·服务）、金融
业 （投资·保险·证券·银行·基
金）、房地产开发·建筑与工程。
热门岗位排名前五位依次是：机
械/制造/汽车、销售/客户服务/商
务、贸易/采购/物流、生产/加工/
消费品、IT/互联网/通信/电子/电
商淘宝。

“金三月”，8万余人赶场求职

2.28个招聘岗位等一个人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镇海记者站 陈海群
通讯员 陆金妹

“像一棵海草，随波飘摇……”
4 月 4 日，敬德小学的校园里，来
自当地乔木印象公司的青年团员和
学生们跳起欢乐的“网红舞蹈”。
主播们还通过手机视频直播，为孩
子们争取更多爱心捐赠。

敬德小学是镇海规模最小的公
办学校，全校仅 7 个班，307 名学
生中 90%以上来自外地。“不论是
本 地 学 生 还 是 外 来 娃 ， 一 视 同
仁 。” 校 长 顾 军 宏 这 样 说 。 5 年
里，他发挥摄影特长，先后为 30
名“校园之星”学生拍摄“全家
福”，被传为佳话。

“小孩有地方念书，大人的心
就‘定’了。”村党总支书记林建
民直言，孩子读书难，是当前外来
人口管理中最操心的事。对此，村
几届班子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

解决。村里的务实学校三年前计划
扩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场地，村
里最后拿出了一块十多亩大的土
地，并耗资数百万元帮忙办好相关
手续。校长张后务自豪地说，现在
学校是镇海区条件最好的民办外来
人员子弟学校之一。

怀礼遇之心、善待之情接纳外
乡人，新老敬德人在同一片蓝天下
共成长。作为一个人口近万的大
村，环境整治、治安保障等压力甚
重。敬德村提出，村里不分“内
外”，每个人都是新农村建设的一
分子。“我们计划每年打造一个洁
美自然村，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员必
须劲往一处使。”村党总支副书记
张明光说，由 20 多名外来人员组
成的村保洁队，担负起全村大街小
巷的清扫以及 10 多条河道的漂浮
物清理工作，他们用汗水提升着村
庄颜值。去年，全村发动所有外来
种植户开展农田环境整治行动，先
后拆除了 113 间农田违法搭建物，

新建 35 间标准管理房。来自安徽
的蔬菜种植专业户贾乃强说，“打
造秀美田园，不单是村里工作，也
是我们种地人的责任。”

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
展。秉承这一理念，在敬德，本村
人、外地人的“待遇差”和心理隔
阂正在加速消融。村里有个不成文
的规定，只要是住在敬德的，所有
公共设施人人可享受，不分“我
们、他们”。村文化礼堂不设“门
槛”，本村的、外来的都可租场地
办酒席，礼堂配置了免费电子阅览
室，并邀请老师传授上网知识，深
受外来“带娃一族”的欢迎。

村里还重点选择外来人口聚居
集中的区域，将闲置地改造成小公
园，大家在健身、休闲活动中加深
了解，增进感情。丰富多样的农村
文体活动，更拉近了村民和外乡人
的距离。村里组建起舞龙队、排舞
队等多支文体队伍，新老敬德人在
音乐和节拍声中交流切磋。

村委会主任陈国胜深有感触地
说，经过几年的“大浪淘沙”，外
来人员素质大大提升，很多人靠着
艰苦奋斗，买车买房，在骆驼落
户，“我们本地村民要好好学习他
们吃苦、拼搏的精神！”在敬德

“大熔炉”里，包容、理解凝成新
的合力。“村民待人和气，干部办
事讲规矩，在敬德生活，比在四川
老家更‘巴适’（四川方言，舒服
的意思）。”在村里住了 8年的崔文
勋，很享受这种“家”的感觉。

共同建设，共享成果，新老敬
德人携手描绘一幅融合发展的画
卷。来自江西的王牛根夫妇在大
吴家自然村租了两间房，一住就
是 17 年。房东朱银康说，当初说
好的每月 130 元租金，一直没涨
过。每次过年回来，老王总会带
来江西特产一起分享，而房东也
时常送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过去。

“我们两家人，处得就像亲戚一
样！”

融合共享，他乡亦故乡
乡村振兴宁波实践乡村振兴宁波实践
蹲点手记蹲点手记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乐科奇 贺静丹） 昨日起，由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
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新闻剧《不
忘初心——寻找张人亚》，在每
天 700—900 的央广 《新闻纵
横》栏目中推出。据悉，此次连
续报道共 6 期，每期节目时长 8
分钟。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
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
生活作最根本的改变！”一开
篇，饰演张人亚的著名演员张译
就用激昂动情的声音，展现了一
个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据
悉，此次报道尝试将新闻和广播

剧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在“声临其
境”的表演中，紧紧抓住听众的耳
朵。

“听完第一集《惊天秘密》，内
心非常激动，故事以一名记者来到
霞浦寻找张人亚为开场，带我穿越
回守护党章的惊心动魄的年代。”
北仑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以张人亚为题材创作的第一个
红色文艺作品，张人亚的“红色精
神”让新时代的每一名党员深刻体
会到初心和使命，值得每一位党员
去学习和传承。

据悉，今年是张人亚同志诞辰
120 周年，北仑将在 5 月 18 日举办
相关纪念活动。

“声临其境”
讲述红色守护人的故事
《不忘初心——寻找张人亚》在央广播出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郦焱） 记者昨日从市森林消防指
挥部获悉，清明节期间，天气持
续晴好，祭祖上坟、旅游踏青人
员大幅增加，野外用火急剧增
多。面对严峻的形势，全市各地
抢前抓早、主动预防，采取超常
规措施全力以赴打好清明森林防
火攻坚战。截至昨日，全市共发
生一起森林火灾，森林消防队伍
2小时内将火扑灭。

据悉，清明节前夕，市森
林消防指挥部、市政府办公厅
分别对全市清明节期间森林消
防工作作出部署和落实。市森
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对重点林区
的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
督查暗访。各级森林消防部门

未雨绸缪，严阵以待，3 个区县
（市） 发布了禁火令，清理防火道
500公里。

55405 人 主 动 放 弃 清 明 节 休
假，奋斗在森林消防基层一线。全
市增派护林员 12000人，加大森林
防火巡查力度。在森林火灾多发易
发的山缘、散坟集中区域和重点区
域，采取一人一段、站岗设卡的方
法，严防死守，杜绝火种进山。在
各沿山路口临时设卡 134个，收缴
蜡烛6100余支、纸钱305公斤、打
火机 5399只，制止违法用火 10004
次。全市上下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实行森林火灾
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各地进行森
林防火扑救演练 32 次，参与扑救
人员达1700人。

清明节期间
森林防火战告捷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蔡怀书） 日前，2017 年度全
国慈善会基层慈善先进工作者、
爱心企业、爱心企业家评选结果
揭晓。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储吉旺荣获“2017 年度全
国慈善会爱心企业家”称号，鄞
州区慈善总会原会长朱禹宝荣获

“2017 年度全国慈善会基层慈善

先进工作者”称号，银亿集团有限
公司荣获“2017 年度全国慈善会
爱心企业”称号。

据了解，中华慈善总会开展的
2017 年度先进评选宣传活动，共
评出 21 个“全国慈善会基层慈善
先进工作者”，21个“全国慈善会
爱心企业”，16个“全国慈善会爱
心企业家”。

储吉旺等获2017年度
全国慈善先进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金旭 徐玲亚）近日，象山最大的渔
光互补综合基地式示范项目，在涂茨
镇黄沙塘水域进入桩基施工，1.2万
支桩柱将于5月中旬全部安装到位。

该大型“渔光互补”项目将
太 阳 能 发 电 和 现 代 养 殖 业 相 结
合，太阳能光伏系统架设在鱼塘
之上，最大化利用空间资源，形
成“上面发电、下面养殖、科学
开发、综合利用”的建设模式，
促进农业和新能源产业同步发展。

据介绍，该项目由宁波诚鑫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建设规模为
总容量 25兆瓦，总投资约 1.875亿
元。项目建成后，平均年发电量为
2373 万千瓦时，25 年发电总量为
5.93 亿千瓦时，合计电费收入 5.87
亿元；同时每年可节约标煤 0.72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3万吨。

象山最大“渔光互补”项目开工
将形成“上面发电、下面养殖”的建设模式

昨日上午，世界太极拳联盟代表团一行来到宁波锡镴器博物馆、宁波
熨斗博物馆，与宁波陈氏太极拳协会成员进行互动交流。国际友人还兴致
勃勃地逛了体验馆内举行的推拿、书法、绣荷包、吹糖人等公益市集，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 胡龙召 通讯员 杨磊 摄）

切磋拳艺

图为森林消防队伍开展防火扑救演练。 （郦焱 徐欣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通讯员曹维燕）

“进入林区，防火第一，严禁林
区野外用火。”这几天，安装在
宁海岔路镇湖头村重点森林消
防道口的太阳能语音报警视频
监控装置引起当地村民和扫墓
客的关注。这是宁海在森林防
火中率先推广“互联网+”的有
效探索。

据介绍，该装置集红外人体
感应、光伏供电、MP3 语音、
高清录像、无线回传等高新技术
于一体，可以实时感应监控进山
车辆人员，并发出真人语音提
示，多处安装后可实现监控联
网，通过无线网络将视频录像回
传，即可通过手机、电脑远程查
看每个监控点的最新状况。目

前，宁海已在跃龙、桃源、梅林、
桥头胡 4个街道，桑洲、黄坛、茶
院等乡镇的主要进山路口、重点森
林防火区域卡口安装了 97 只语音
报警视频监控设施。

在此基础上，宁海还引进了森
林消防预警指挥系统。该系统全天
候 24 小时自动对前端林区进行扫
描，当前端林区出现火情时，系统
会自动识别火情并向后端监控中心
发送报警信号。

目前，该系统已在岔路镇投入
运行，监控范围为 8 公里到 10 公
里，基本覆盖岔路镇的重点火险防
御区。森林防火引入“互联网+”，
将有效破解传统森林防火体系中存
在的监控范围狭窄、火情信息滞
后、应急联动效能低下问题，打造
24小时在线“智慧林长”。

宁海打造
全天候在线“智慧林长”

图为项目建设现场。 （金旭 沈孙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