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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聚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培
养，由宁波市人力社保局和上海海事
大学协作，在2020年前，为我市培养
港航物流、临港产业、自贸区等紧缺
急需人才 1000 人次，培养紧缺专业
研究生300名。这是记者从昨天结束
的长三角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宁
波行系列活动中获取的信息。本次的
长三角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宁波
行系列活动中，举行的百名海大研究
生宁波行、港航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
才与项目对接、《长三角（宁波）物流
人才培养蓝皮书》发布、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优秀研究成果评选表彰、海大
学子实习实践等系列举措，正将我市
的市校人才培养合作，推向新高度。

引聚+培育
让物流人才助推“港通天下”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杨
斌表示：“近年来，上海海事大学
不断深化与宁波的人才培养合作，
充分发挥上海海事大学的港航物流
与供应链等领域优势，培养更加贴
合航运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发展实际
的专门人才。”宁波自古以来就是对
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最早的“五口通
商”口岸，改革开放后，已成为我国
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
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具有鲜明的港
口、开放和产业优势，以集装箱物
流、大宗散货物流、保税物流及仓
储、货代、信息等为代表物流产业增
加值占全市 GDP 超过 11%，是首批
16个国家级综合运输服务示范城市
之一，但与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
等先进城市和地区比，也存在“大而
不强”的问题，国家 5A 级龙头物流
企业匮乏，航运金融、航运交易、航
运保险和海事仲裁等高端港航服务
业发展尚待努力。市人力社保部门
和上海海事大学联手调研的数据显
示，宁波市物流从业人员总数量为
30.13万人，物流人才数量达到24.21

万人，但在这些物流人才中，存在
相关结构性问题，人才流动性较
大、高端的物流人才比较匮乏，对
于自贸区、供应链、国际物流、物流
指数衍生品、物流规划设计、互联
网+智慧物流等具有专业知识和行
业实践经验的人才更是稀缺。这些
都亟需引进和培养一大批与之相适
应的高级港航管理人才、跨境贸易
人才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

正是在这样的行业发展背景下，
为缓解中高端港航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人才紧缺矛盾，多年来，人社部门
采取各种举措助推相关产业人才的
引聚和培育，通过上海海事大学，我
市不断推进物流人才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决策咨询等方面工作。据了解，
目前已累计有近2000名上海海事大
学毕业生赴甬就业创业。去年9月的
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上海海事大学
与我市签订共建宁波研究生院合作
备忘录，双方一致同意务实合作，分
阶段开展从在职研究生到本土化全
日制研究生人才培养合作。去年 11
月，上海海事大学宁波研究生院落户
宁波市继续教育院，借助上海海事大
学在港航、物流、供应链管理等领域
学科优势，助推我市相关紧缺专业的
研究生培养，紧缺急需人才的培训和
相关基础人才的继续教育，并探索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智库建设，提
升宁波高端航运服务软实力，为打造
亚太区域内重要的腹地型国际港航
物流服务中心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资源对接+对标访学
人才培养形式更趋多元

类似的市校合作，不仅在宁波

和上海海事大学之间展开。自1998
年起，借助市校合作平台，市人力
社保局已先后与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上海交大等国内13所重点高校
在宁波合作建立研究生教学基地，
累计培养了 27 个紧缺专业的在职
研究生 4000 余名。2016 年同济大
学 专 门 增 加 在 职 博 士 名 额 给 宁
波，支持我市培养高端临床医学
人 才,累 计 培 养 临 床 医 学 博 士 55
人。2018 年，直接由市人社局下
属宁波市人才培训中心培养的专
业 硕 士 140 余 人 ， 预 计 新 增
MPACC、 MEM、 香 港 大 学 在 职
研究生等专业后，2019年该中心高
层次紧缺专业硕士培养规模将增长
至220人。

近年来，随着宁波国际化水平
的提升，市人社局也不断加快国际
人才培养资源引进，集国内外优质
人才培养资源为我所用，先后与美
国斯坦福等10多所国际知名高校建
立合作关系，开展短期人才培养，
累计办班40余期，培训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 1000 余名。2014 年，在人
才科技周期间，与台湾大学签署了
两岸首个市—校战略合作备忘录。
2017年甬港合作论坛期间，又与香
港大学 SPACE 中国商业学院签订
人才培养合作备忘录。着眼于“中
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链接德国 BWA的工业 4.0领域核心
资源，先后组织 4 期企业家和高技
能人才赴德国深度访学培训，面向
200 余名宁波技工院校骨干师资和
技能大师开展德国行动导向教学法
培训和推广，编制出台了全省首个

《德国行动导向教学法的理论和实
践》。联合工业物联网应用企业台

湾研华科技和入选“双一流”学科
的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开发了建立涵盖12门智能制造细分
领域的课程体系，联合培养国内首
创的智能制造工程师。

为满足本土企业海外项目扩张
的需要，市人社局还引入国际项目
管理 （PMP） 人才培养，累计培
养国际项目管理人才 1200 余人。
通过“柔性引才”方式，先后邀
请美国斯坦福研究员薛理泰、德
国高技能专家海尔曼·诺德等国
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20 余人次来
甬讲学讲座，拓展人才国际化视
野。

除了国际、国内高校的合作，
市人社局还选择一些有区域特色和
独特价值的企业作为本土企业和人
才学习的标杆，推出“标杆企业访
学”服务。在长三角地区，组织学
习阿里、菜鸟的新经济、新零售经
验；在珠三角地区的创新之都深
圳，组织学习世界级科技型民营企
业华为的强有力的组织能力、持续
产品研发投入、以奋斗者为本的人
力资源体系，腾讯的微创新、用户
驱动和产品极简主义；在京津冀地
区，组织学习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互
联网企业京东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
和金融布局，百度的人工智能技术
以及小米的用户自定义产品和生活
方式；在环渤海地区，组织学习海
尔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按需生
产、红领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建模实
现客户定制等。近 3 年来，累计与
华为、海尔、腾讯、京东、小米等
10所企业大学建立合作，推出标杆
企业访学班次40多期，培训本土人
才1600多人次。

宁波打造长三角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育高地

市校人才培养合作再启新篇章
本报记者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制图：周琼 任社

上海海事大学和我市三家企业联合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提供更上海海事大学和我市三家企业联合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提供更
多实习实践机会多实习实践机会，，共同推进人才培养共同推进人才培养。。 （（宁波市人社局供图宁波市人社局供图））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员
施寒潇） 昨日上午，全省首个网络
表演 （直播） 行业团工委在鄞州区
成立。通过引领网络主播来实现对
青少年的正面引导，是共青团在互
联网上探索的新路径，也是“青年
在哪里，团组织就在哪里”的“宁

波实践”。
当团省委负责人为鄞州区网络

表演 （直播） 行业团工委揭牌那一
刻，鄞州区几千名网络主播有了自
己的团组织。我市知名网络人士代
表“西门町”“亮剑”和余佳子被聘为
网络文明志愿者导师，线上万名青

年接力点亮微信头像化身“清朗
侠”，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据悉，团市委、鄞州团区委还
联合东岸文化、鄞响、网易宁波、
闻有声音等单位建立了“青春主
播”宣讲学院、“明州印象”影视
学院、“甬动青春”手戏学院、“三

江听潮”电台学院，通过调频一个
电台发出青年好声音、开发一批手
游倡导文明风尚、拍摄一批微电影
传播暖心故事、发展一批直播产品
弘扬正能量等“四个一”活动，号
召广大青年共同向网络“雾霾”发
起“冲击”，共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全省首家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团工委在鄞州成立

万名青年守护网络空间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牛伟 龚利波） 昨天下午，余
姚市公安局在余姚影城举行胡建
江“二级英模”颁奖仪式暨争做

“胡建江式好民警”推进会。
据悉，胡建江于日前被公安

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
模范”称号。他成为余姚公安有
史以来第一位获得“二级英模”

称号的公安民警。
会上，余姚市公安局负责人宣

读了胡建江“二级英模”表彰文
件，并号召全体公安民警向他学
习 ， 争 做 一 名 “ 胡 建 江 式 好 民
警”。余姚公安还对20名从警30周
年的民警颁发了浙江公安荣誉章，
同时表彰了今年初以来荣立三等功
以上的13名先进个人。

胡建江被公安部
授予“二级英模”称号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林婷婷 陈蕊） 近日，记者在海曙
区月湖街道看到，95 岁的李甲凡
老人用了 37 年精细绘制一幅幅精
美的水彩画，生动展现月湖的历史
人文风貌和现实生活场景，留住城
市的记忆。

李甲凡是古林人，1979 年搬
至月湖附近居住至今，他于 1981
年退休后，为了留下城市发展变迁
中那些“遗失的美好”，尝试将月
湖的美景画出来。老人创作了万余

幅彩色绘画作品，摞起来 1 米多
高，内容以月湖为题材，除了凉
亭 、 长 廊 、 花 草 、 树 木 等 美 景
外 ， 还 有 饮 食 文 化 、 传 统 风 俗
等，还配有自创诗词，如“月湖
是我家，门前近咫尺。早晨好去
处，假日更潇洒。”“桥头论今昔，
亭坐你我他。石桌棋对弈，庭前太
极抓”等。

李甲凡老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
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宁波的历
史，让人与人心灵的距离靠得更近。

95岁老人37年
手绘万余幅月湖风情画

本报湖州讯（记者崔小明） 昨
天，省运会马术、高尔夫等项目比
赛结束，马术比赛 6枚金牌中我市
选手夺得 3 枚，高尔夫 4 枚金牌我
市夺得其中 1枚。据悉，这两个项
目由我市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据了解，我市借助社会力量
推动马术和高尔夫项目的发展。

宁波体校与新正大、元棋、浙江马
汇三家马术俱乐部签订了协议，设
立了三家青少年马术训练点，从中
选择优秀学员代表宁波队参赛。此
举调动了马术俱乐部和学员的积极
性。浙江省马术场地障碍队也落户
宁波。

在备战省运会的过程中，宁波
体校、各马术俱乐部与运动员协同
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作了充分
准备，派出 13 名队员组成宁波代
表队参赛。宁波体校总体负责协

调，帮助运动员注册、安排住宿、
准备服装，各俱乐部出巨资从北京
租来马匹，并出高薪聘请金牌教练
前来指导。这些十几岁的小骑手一
边要上学，一边要练习马术，克服
了重重困难。

获得乙组 80 厘米级别障碍赛
冠军的任诗雯的教练俞平说，为
了备战省运会，任诗雯和她的家
长 付 出 了 很 多 。 因 为 马 场 在 慈
溪，整个暑假她每天在慈溪和宁
波市区之间奔波。开学后更忙，

一放学就去马场训练两个小时。
丙组 50 厘米障碍赛冠军包雨沫的
教练吴七十八说，包雨沫十分喜
欢马术，每周到元棋马术俱乐部
训练 3次至4次。

另据了解，我市参照马术运动
的模式，在启新高尔夫球场等设立
了青少年高尔夫训练点。近两年
来，各方合力推进青少年高尔夫运
动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谢千童
在这次省运会上获得高尔夫男子甲
组冠军。

社会力量办竞技体育结出硕果

省运会马术、高尔夫比赛我市夺得四金
省 运 风 云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日前，江北区红梅小
学花儿合唱团收到一份来自中国合
唱协会的信，邀请他们参加 10 月
中旬在我市江北区举行的首届中国
合唱指挥大会。

据了解，首届中国合唱指挥大
会由中国合唱协会、宁波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江北区人民政府主
办，众多全国顶级的合唱指挥将
赴会。同时将邀请国内十余支高
水平合唱团参加。红梅小学花儿合

唱团成了浙江省首支受到邀请的合
唱团体。

据了解，红梅小学位于江北
区，花儿合唱团成立于 1998 年，
原名红梅小学合唱队。合唱队曾多
次荣获市、区合唱比赛一等奖。红
梅小学凭借合唱特色被评为首批浙
江省艺术 （合唱） 特色学校。去
年，花儿合唱团参加了第十四届中
国合唱节，荣获银奖。2016 年在
第三届浙江省合唱节中获得了A级
合唱团的荣誉。

红梅小学合唱团
将“唱响”国家级盛会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杨增军） 昨天下午，市教育培
训行业促进会正式成立，全市
150 家教育培训机构成为首批团
体会员。

今年 4月，促进会由宁波乐
恩教育、新东方、学而思培优、
学大教育等 4家培训机构联合发
起筹设，经充分酝酿和论证，报
市教育局审核同意，市民政局正

式批复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选举
产生了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机构人
员，审议通过了促进会章程和理事
会各项制度。

眼下，全市经教育部门审批的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共有 960家。这
次通过成立教育培训行业促进会，
制定行业标准，促进行业自律，协
助行业整治，进一步规范了培训市
场。

市教育培训行业促进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上午，宁波晚报社联手宁波援藏
指挥部、市慈善总会，签约设立

“帮扶比如慈善项目”。在该项目
启动仪式上，宁波援藏指挥部把

“西藏那曲市比如县农牧民稳增
收优质农产品宁波助销点”牌
匾，授予都市报系所属的《宁波
晚报》养生汇·寿全斋店。

那曲是西藏的“北大门”，
平均海拔 4500 米，自然环境恶
劣，地广人稀。宁波市委、市
政 府全面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从干部、资金、项目、技术等各

个方面大力支援比如县，从 1995
年至今，宁波已累计向那曲市比如
县派出了 38 名援藏干部人才，实
施了一大批援藏项目，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经宁波援藏指挥部牵线搭桥，
今年 6月，宁波晚报社与宁波药材
股份有限公司一道安排人员专程到
那曲比如县考察，帮助当地牧民开
拓虫草销售渠道，提高经济收入，
同时着手构建甬藏两地虫草直供渠
道。

根据协议，在两年时间内，
《宁波晚报》 养生汇·寿全斋店所
售出的比如县冬虫夏草，将按销售
总额的一定比例捐赠，定向用于比
如县开展扶贫、助困、助医、助
教、助学等慈善项目，以及挖掘整
理、传承保护比如县当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帮扶项目。

宁波晚报社联手宁波援藏指挥部和市慈善总会

设立“帮扶比如慈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