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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王超 池瑞辉） 到汽车南站当“小
红帽”，到幼儿园当小助教，在银
行当理财小白领，在天一阁里做
讲解宁波历史的小向导，到科探
中心做一日讲解员，维护好共享
单车……开启暑假模式后，甬城不
少中小学生走上了各种各样的岗
位，在真实版的职场体验中增长见
识，练就一颗服务社会的心。

昨天上午9时许，14名初二新
生聚集在汽车南站的候车大厅里，
经过简短的上岗培训和熟悉地形
后，孩子们各就各位，有的站门岗
做引导和咨询，有的在入口处检验
车票和身份证，有的站在两个厕所
门口分流旅客，有的在偌大的候车
大厅里巡视，有的站在地下一层引
导乘客。

冲半壶开水，凉一会，再装上
小药箱，推着小推车，东恩中学的
方佳妮和王樱莹开始了服务。“水

有些烫，先倒半杯，请拿好”，一
人提壶倒水，一人递水给围过来的
五六名旅客。“去机场怎么转车？”

“541 路公交站在哪里？”……提前
做过功课的刘晓诺仔细地回答着一
个个旅客的咨询，遇到不明白的先
跑到问询处问清楚，然后再告诉旅
客。一个上午，小姑娘的额头上细
密的汗珠没断过。3561 班组长沈
霞波说，现在的孩子往往被过度保
护，这样的实践能让他们接触社

会，增强责任心。
当天，在古林一家鄞州银行

里，一批中小学生体验“白领的日
常”。初二新生童骏阳带着两名小
学生做着大堂经理的工作。昨天正
值养老金发放，小职员们帮一位位
老人自助取钱，还帮一对爷爷奶奶
办理了保本 3个月的理财业务。这
让从小想成为一名会计的李佳瑶特
有成就感。

这仅是今年海曙区“海之梦”

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项
目。据悉，今年中小学生社会实践
试点范围新增了集士港、高桥和古
林，该区共开发实践基地 226 家，
推出图书管理员、超市引导员等
251 种岗位，从昨天起分三批，每
批 5 个半天，吸纳 2300 名学生参
与。记者看到，每组实践学生不仅
有所在实践单位委派的职业导师指
导，还有一名志愿者、一位学校老
师陪伴。陪伴老人、垃圾分类入户
宣传、维护小区卫生等，孩子们的
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在甬城各个社区
里均有开展。

每逢暑假，会有许多学生向
81890 寻求志愿服务岗位。“图书
馆引导员、科探中心讲解员、共享
单车劝导员、盲人电影院陪护员，
这些岗位最受学生青睐。”81890
的陈卓青说，学生暑假社会实践的
年龄趋于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孩子
将它作为一种成长的历练。

暑假来一次真实版的职场体验
——关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①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邱萍） 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公
司了解到，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今日零时迎来年内第 8 次上调。
此轮调价后，国内成品油零售价
格达到近三年的最高值。

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发的调价
通知，本次调价后，92 号汽油调
整为每升 7.45 元，上调 0.21 元；95
号汽油调整为每升 7.93 元，上调
0.23 元；98 号汽油调整为每升

8.69元，上调0.25元；0号车用柴
油调整为每升7.1元，上调0.22元。

今年成品油市场经历了 14次
调价窗口期，其中5次下调，8次
上调，1 次搁浅。总体而言，今
年 92 号汽油每升累计上调 0.64
元，95 号汽油每升累计上调 0.68
元，0 号车用柴油每升累计上调
0.66 元。此次价格调整后，以 60
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 95号汽油
将多花费13.8元。

成品油零售价
升至近三年最高值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7月毕业季，对许多毕业生而
言，如何办理就业手续，如何转移
党组织关系，如何存放和查询档
案，如何落户等，成为最关注的问
题。记者从市人社部门了解到，
2018 年上半年，全市已接收高校
毕业生 30337名，比去年同期增长
20.9%。针对毕业生最关心的一些
问题，人社部门近日发布“毕业攻
略”答疑解惑。

就业协议鉴证可以网
上办理

应届毕业生可以在“甬优桥”
就业管理服务平台上，足不出户申
请网上鉴证。网上鉴证意见打印后
与就业协议书原件合并使用，网上
鉴证与纸质就业协议鉴证具有同等

效力。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已有
5117 名学子申请了网上就业协议
鉴证并获得通过。

取消就业报到和调整手续

为简化就业手续，方便广大毕
业生，今年起，我市取消了就业报
到和就业调整手续，报到证不再作
为户口迁移、职称评定、工龄计算
等必备材料，毕业生可将学校开具
的报到证交给相关档案存放单位，
直接归入自己人事档案。毕业后有
就业单位调整的，也不再做就业调
整手续，可直接办理相关流动手
续。

档案要妥善处理

应届高校毕业生档案中包含着

高校毕业生登记表，学习成绩单，
在校奖惩材料、入团入党志愿书、
体检表、毕业生报到通知书等材
料。这些是用人单位选拔、聘用毕
业生的重要依据。因此，毕业后，
其档案能否准确、及时、安全地到
达用人单位手中是非常重要的。档
案还关系到以后职称评定、办理各
种人事手续、工龄计算、政审等一
系列手续。

高校毕业生应将档案存放于
用人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户籍
所在地的区县 （市） 人社局毕业
生服务机构，具体存放在哪里更
合适，简单地概括成一句话，即

“ 有 单 位 跟 单 位 ， 没 单 位 跟 户
口”。毕业生可以登录宁波就业创
业网查询到档情况，也可向各级
人社局毕业生服务机构进行电话
咨询。

党组织关系要按规定转移

毕业生党组织关系可以挂靠到
单位及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户口所
在地街道等，宁波市外毕业生先将
组织关系介绍信开至宁波市委组织

部，再到市委组织部 81890党员服
务中心转介绍信到接收地党委，宁
波市内组织关系转移，可直接将介
绍信开至接收地党委。

落户手续要及时办理

应届毕业生落实单位后，可以
把户口挂靠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
的集体户口，也可将户口落回原
籍、投亲靠友或挂靠到自有房产名
下等。对于毕业年度未就业的本科
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可办理先落
户后就业，将户口挂靠在市人才服
务中心。要重点提醒的是，落户的
时间节点在当年度年底前，毕业生
切记要及时办理落户手续。

留学归国手续如何办理

海外学子毕业后回到国内，首
先应当办好国外学历认证手续，具
体办理可登录中国留学网学历学位
认证页面进行网上办理。在完成学
历认证手续之后，毕业生可根据实
际需要登录中国留学网就业落户页
面办理就业落户手续。

档案怎么存？户口怎么落？毕业季——

人社部门送上“毕业攻略”

编者按：放暑假了，孩子们高兴，家长却有些犯愁：这长
长的两个月孩子去哪里，由谁来管？名目繁多的夏令营、培训
班、兴趣班虽能解决“孩子有地方去”，但还是更希望孩子能在假
期里增长见识，学习新知，提升各项能力。教育专家认为，假期是
开发潜能、培养个性、补充学校教育的宝贵时段，不能成为“教育
空白带”甚至是“监护空白带”。为此，甬城各有关部门通力协
作，搭建起一个个平台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今天
起，本报推出一组“关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系列报道。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张靖怡）“这个村子地处城乡接
合部，用电量大，但电路、设备
老化现象较严重。入夏以来，居
民常常需要错峰用电，晚上空调
打不起来，只能用电风扇。因
此，我们必须尽快做好增容布点
工作。”昨日上午，海曙集士港镇
卖面桥村的变压器旁，高压供电
服务一班班长唐国志抹着额头上
豆大的汗珠，气喘吁吁地告诉记
者。

唐国志和他的工友们，都来
自海曙区集士港镇供电所。虽然
烈日当空、天气炎热，但老旧居
民区的电力线路检修和改造刻不

容缓。根据卖面桥村的实际情
况，供电所投入 11名员工，耗时
近 6 个小时将变压器的装机容量
从 250 千伏安增加至 630 千伏安，
确保当地居民在连续的高温天气
下安心用电。

卖 面 桥 村 有 近 1000 户 人
家、200 余家企业，去年夏天，
该 村 的 用 电 最 大 负 载 率 达 到
84.12% ， 属 于 用 电 负 荷 较 大 地
区 。 吹 响 迎 峰 度 夏 号 角 之 后 ，
宁波各级电力部门迅速行动起
来，对此类地区的老旧居民区
进行施工，还陆续投入了数十
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帮助施工
人员清除树线隐患、消除电路
缺 陷 、 更 换 老 旧 线 路 和 设 备 。
据了解，卖面桥村变压器增容
完毕后，集士港镇的新庄村、溪
下村、盛家村、长乐村也会陆续
跟进，为老旧居民区用电撑起

“保护伞”。

天气炎热 用电要保障
集士港5个村陆续开展变压器增容布点工程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
员谢美君 谢蒙琦） 油炸知了
外酥里嫩、口齿留香，小伙子
连着吃了 20 个，不想过敏休
克，送至医院抢救。医生提
醒：有些“美味”切莫乱吃。

7月7日晚上，20岁的小许
第一次品尝了油炸知了，他早
就听说油炸知了是道美味，试
着吃了几口，果然外酥里嫩、
口齿留香，于是一个接着一
个，不知不觉间将整整 20 个油
炸知了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料
吃完没多久，他就觉得身上有
些发痒，手上、脚上也都冒出了
红疹，紧接着感到一阵头晕，
很快便不省人事。

家人连忙拨打 120 急救电
话将其送往鄞州二院急救医学
中心，医生现场诊断，小许的
突然昏厥属于“异性蛋白引起
的过敏性休克”，身上的红疹则
是“过敏性皮炎”，而过敏源正

是这美味的油炸知了。所幸就
诊及时，经过抗过敏治疗，小
许的过敏症状明显好转，生命
体征逐渐恢复了正常。

据了解，知了的蛋白质含
量非常丰富，一些过敏体质者
进食后，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
它们当作“入侵者”进行攻
击，释放出大量的特异性免疫
球蛋白，因而就会出现过敏反
应。症状较轻的，会出现皮
疹、瘙痒等，严重的则会出现
呕吐腹泻、过敏性休克甚至喉
头水肿窒息丧命。因此，专家
建议，过敏体质人群还是不要
轻易去“尝鲜”，以免引起不
适，造成不良后果。

因为吃“美味”进医院抢
救的可不止小许一个。前日夜
里 11时许，小赵姑娘就因吃割
香螺中毒而被送入鄞州二院急
救。该院急救医学中心副主任
王后兴提醒市民，千万不要舍
命吃毒螺。如果已经食用，一
旦出现恶心腹痛，唇、牙龈、
舌头周围刺痛麻木等中毒初期
症状，应立即前往医院接受专
业救治。

20个油炸知了下肚
小伙子过敏休克
医生提醒：有些“美味”切莫乱吃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
讯员姜琪妍 严海） 象山市民
林女士的孩子近日“自作主
张”，在一家手机店花了 1200
元买了一部手机。林女士得知
后拿着购物小票去退货，却遭
到商家拒绝。林女士愤而向县
市场监管局投诉。

“我孩子只有 13 岁，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店家不
应该把这么贵的商品卖给他。”
林女士在调解时说。店方却认
为，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
人都是顾客，而且手机已经被
使用，影响二次销售，所以不
接受退货。

对 此 ， 市 场 监 管 人 员 认
为，13 岁的孩子只能进行与其
年龄、智力相匹配的民事活
动，而手机不是该年龄段孩子
的标配或学习工具。按照 《合
同法》 相关规定，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要经
其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
才有效。而林女士的孩子购买
手机并未得到监护人的同意，
事后监护人也没有追认，所以
该购买行为在法律上视为无
效，退货要求是合理的。但林
女士作为监护人，对孩子的监
管存在疏忽，需要负一定责任。

经过调解，商家最终同意
退货，鉴于手机有磨损，故扣
除 700 元作为折损费，退还了
500元。林女士对此表示接受。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商家，
在销售大宗、大额商品时，需
综合判断未成年人的年龄、智
力是否与其购买行为相适应，
必要时要求未成年人在家长陪
同下购买或拒绝其购买。而作
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平时要
科学合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
消费观念。

13岁“熊孩子”偷买千元手机
市场监管部门：该购买行为在法律上视为无效

在江北区801商务园4楼，一间由写字间
改造成的简易舞蹈房内，1996年出生的张美
玲正和其他 6个女孩排练新舞 《latata》，这个
略带跳跃风格的韩舞，是为不久之后的一场
商演做准备。

去年 7 月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的张美玲是一名舞蹈爱好者，她在参加
商演时结识了球球和小雨，三人都觉得现在
的商演活动参差不齐，一直憧
憬着能开一家正规、专业的公
司。于是，今年 3 月，小雨拿
出积蓄，张美玲和球球也投入
部分资金，三个女孩成立了主
要承接舞蹈商演业务的“宁波
市弎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
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公司成立后，张美玲和球
球去找相熟的舞伴加入团队，
为了扩大影响，她们到写字楼
去发广告单，玩短视频，自
己找来摄影工作室拍摄剪
辑 MV， 创 建 b 站 账 号 、

优酷账号宣传自己，以“弎弄女子舞团”的
身份开微博、玩抖音。

凭着几个月的努力、坚持和众人的帮
助，“弎弄”已经多次参加了市内外大型商
演，抖音上也积累了 17.5 万的粉丝，张美玲
说，她们更倾向于以团体的形式把“弎弄”
推广出去，就像101女团那样。

（严龙 王国海 郭瑞彦 摄／文）

青春靓丽的形象为她们赢得了超高的人气。

“弎弄女子舞团”
7名成员。

每一次体能训练对张美玲来说都
是对身体的一次极限考验。

团队在老外滩演出。 （舞蹈队提供）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动青春
一群95后女生的创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