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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张露霞 曹维燕

破解职工“有烦恼没地方
说”难题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
力增大，不同行业的职工出现了一
些心理问题，这引起了宁海胡陈乡
总工会的高度重视。胡陈乡总工会
利用“职工之家”“联合工会”等平
台，创新推出“职工说事”制度，以破
解职工“有烦恼没地方说”的难题。

据介绍，今年8月推出的“职
工说事”制度，由每家公司的工
会 主 席 兼 任 “ 职 工 说 事 室 ” 室
长，在每周二和周四下午 2点到 4
点安排人员接待员工。他们采取
心理疏导方式，倾听职工的真实
想法，排解职工的不良情绪，并
逐步形成了“意见征集——记录
—— 处 理 —— 反 馈 ” 的 良 性 循

环。“职工说事”制度推出以来，
该乡已在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舸硅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基层农合联现代农
业服务中心建立了3个五星级“职
工说事”工作室，明年计划再建7
个工作室，到2020年实现全覆盖。

在“职工说事”工作室里，
工会负责人认真倾听职工工作、生
活乃至情感上碰到的烦恼，并分类
建档，做到简单事项马上办、一般
事项商讨速议办、重大事项联席会
议办、特殊事项灵活专议办。据统
计，目前已妥善办理简单事项 45
项 、一 般 事 项 12 项 、重 大 事 项 2
项、特殊事项1项。

收集“金点子”，打造“和
谐企业”

“近期仓库里面温度偏高，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在里面工作员工
的积极性。”“润禾”员工杨振在

“职工说事”工作室吐槽了自己在
生产一线遭遇的问题。他的“抱
怨”很快得到回应，公司一方面
增加风扇改善工作环境，另一方
面为在高温状态下工作的员工送
去冷饮、水果。

“职工说事”工作室不仅是职
工诉说烦恼的地方，也成了企业
沟通交流工作的场所。收集“金
点子”，汇聚群智为企业建设“添
砖加瓦”。

“设备越来越先进，而人员素
质 止 步 不 前 ， 工 作 效 率 怎 么 提
高？”“润禾”车间品管部主管陈
新阳对于公司的人才培养问题颇
为关注。对于他提出的问题，公
司人事部门表示，将在人员技术
方面与技术部门加强沟通，并且
安排时间对人员进行培训。对建
议被采用的员工，总工会给予奖
励，以激发员工建言献策的积极
性，已收到各类意见、建议 33

件，其中 12件被采纳。
“职工说事”制度领域已从企

业向其他行业延伸。乡总工会以
基层农合联现代农业服务中心为
基点，成立胡陈乡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联合工会。联合工会成员与
农民兄弟促膝谈心，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困难以及农产品销售、保
险等难题。“我们的杨梅树受雨季
影响，腐烂严重，能不能帮帮我
们？”前段时间，胡陈飞杰家庭农
场场主叶定飞向基层农合联现代
农业服务中心求助。工作人员接
到求助信息后，请来相关农林专
家为生病的杨梅树“把脉问诊”，
寻找病因。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林婷婷 韩艺

金秋时节桂花飘香，“中国桂花
之乡”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糖桂花手
工作坊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农户们忙着采摘新鲜桂花制作糖桂
花，全村飘满香甜的味道。

龙观乡手工作坊是借助具有乡
土特色的传统产业打造的全市首批
以“精准帮扶”为主题的慈善基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打造慈善
基地是探索慈善扶贫新思路、新载体
的尝试，它具备组织孵化、项目管理、
培训交流等功能，帮助村民实现创业
和致富梦想。”海曙区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说。

手工作坊拓展收入渠道

目前，海曙区依托龙观乡“最美
女主人”手工作坊，打造精准扶贫慈
善基地，项目运作以来，已打造农产
品项目 3 个，开展活动 11 次，涉及群
众 280余人，同时致力于农产品的挖
掘，解决了许多本土特产的销售问
题。

其中李岙村糖桂花手工作坊依
托村里 50 亩桂花园，集加工制作、
产品展示、销售平台等于一体，同
时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统一设计包
装。“100 克瓶装的糖桂花可卖 35
元，收益不错。”李岙村妇女主任王
高燕介绍。

除糖桂花、桂花干、桂花酒等产
品外，手工作坊同时开发年糕干、黄
精、笋干等其他“最美”系列产品，展
示土特产制作工艺和乡土文化，增加
农民收入。

今年 48岁的李岙村村民王阿姨
女儿在上大学，全家靠她平时打工的

微薄收入来支撑，生活捉襟见肘。“在
手工作坊制作糖桂花、桂花糕等传统
产品，销售收入可以贴补家用，多了
一个收入渠道，很开心。”

特色项目增强创业信心

除李岙村糖桂花手工作坊，海曙
区精准扶贫慈善基地还设有大路村
年糕干、桓村村香菇等特色项目。

位于诚安年糕厂内的大路村手
工年糕作坊，既有一流的技术生产队
伍，又有先进的流水生产线，结合传
统与现代工艺，定期开展手工年糕制
作活动，满满的老底子味道，让人在
品味美食的同时感受历史传承。

桓村村的香菇种植基地，在种植
和收获季节，开展香菇认领种植和实
地采摘等活动项目，既能直观了解香
菇种植的知识，又能现场向菇农讨教
烹饪技巧。

龙观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地会
不定期组织开展手工制作和培训活
动，致力于改进和提升产品的制作
工艺。同时将所有产品的销售收入
返还给提供初级产品的农户，帮助
他们扩大再生产，在增收的同时不
断增强创业信心。

对此，桓村村香菇种植户陈冬
立深有感触：“我种植香菇，一年有
三四万元收入，但苦于自己没资
金，想致富力不从心。”通过基地这
一平台，他不仅学习到先进的种植
技术，还吸引更多的人来大棚采摘
购买，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目前，海曙乡村慈善基地已在
“遇见龙观”“海曙发布”等微信公
众号的线上入驻，进行产品展示。
此外，“邮善邮乐”慈善超市已装修
好，将完善帮扶机制，扩大网络销
售渠道。

本报记者 余建文

近年来，借助“五水共治”
和“三改一拆”契机，慈溪白沙
路街道大力实施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改善人居环境。今年安排118
个攻坚项目中，城乡争优项目 48
个，投入环境改造资金将达 6500
万 元 。 街 道 党 工 委 书 记 房 伟 迪
说：“通过高标准治理，加速推进
城乡融合，提升百姓幸福感。”

梳理式改造，再现“诗
意水乡”

白墙灰瓦的农舍，平坦的柏
油路，绿水环绕村庄。经过近一
年的改造，轻纺村呈现出江南水
乡的柔美风姿。

去年底起，该街道和轻纺村共
投入1600万元，启动梳理式村庄改
造项目，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轻纺村是个典型的“城中村”，
有上万人口，其中本村村民3000余
人，其他三分之二是外来户。以前
村庄建筑杂乱、污水横流。

村支书华建育说，“五水共治”
后，村庄生活污水全部纳管，这次
又对 5900 平方米道路、2.4 万平方
米建筑立面进行了改造，并将新建
一个 2 万余平方米的公园，有健身
广场、休闲长廊和 80 个停车位。华
建育指着河对岸的村民小区说，

“这些村舍的立面正在改造，每一
扇窗户的比例，线条的勾勒，都精
心合计过，完工后效果会出来的。”

眼下，村公园建设已近尾声，

大树、花木也移栽好。再过些日子，
等村老年活动室、党群服务中心、
村文化馆等相继落成，将是另外一
副美好景象。

街道城建部门负责人说，目
前，轻纺村二期以及长春村的梳
理式改造项目准备工作已就绪。
接下来，将按照全域景区化和村
庄景区化要求，实施村庄梳理式
改造，未来 5年，将完成 3个精品

村和5个示范村的打造。

精细化管理，“环保风”
进老社区

200多米长的小河环绕着一栋
栋农民别墅，一丛丛虞美人开得正
艳。走进白河社区，鸟语花香，道路
整洁，心情舒畅。

白河社区是慈溪市最早的农
村拆迁安置小区之一，至今已有十

六七年了。社区负责人说，这条小
河是“断头河”，以前河水发黑发
臭，住户都不敢开窗，“街道对治水
投入不遗余力，清淤、用泵打水，栽
种大量水生植物。经过一年多治
理，臭水河变成了景观河。”

河水变清了，岸上也要美化。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行动和“美丽庭
院”建设，还建了水岸健身步道和

“村民说事亭”，众人合力整治环
境，社区派人不间断巡查，保证良
好的公共环境。

据悉，今年，该街道计划打造
13条美丽河道,其中3条已开工，另
外10条已完成设计。

基础设施提升后，如何提升公
众的环保意识，走出社区环境治理
新路？“我们把起点拔高，以点带
面，用智能化手段实现精细化管
理，打造环境治理新样板。”街道党
工委马副书记说。

今年，白沙路街道引入慈溪市
首个智能化垃圾分类系统，在白
果树社区的中心小区和宁都华庭
高层公寓分别投放智能化可回收
垃圾箱和积分兑换发袋一体机，
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定岗督
查巡检”。据悉，智能化垃圾分类
系统实施半年多来，社区近九成
居民参与了垃圾分类活动，投放正
确率超过85%。

本报记者 徐 欣
杭州湾报道组 赵春阳 虞昌胜

在6月8日宁波市国际投资合作
洽谈会上，杭州湾新区凭借优越的
投资环境一举签下总投资 105 亿元
的“绿地康养小镇”项目。4 个月
来，康养小镇建设如火如荼。其
中，总投资 90亿元的项目一期风姿
初露，高端办公楼宇、产业园、商
务酒店、配套商业与住宅等一应俱
全，人气十足，带动了滨海新城又
一轮开发热潮。

以健康产业发展为核心，绿地
康养小镇建设包含综合医疗服务中
心、医院、酒店、幼儿园及其他产
业，积极打造集高端医疗服务、康
养度假、特色旅游购物、国际会议
培训等特色产业小镇。

作为杭州湾新区首批重点建设
的核心区域，滨海新城占地约12.89
平方公里的核心启动区承载了新城
的行政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
等功能。依托合理的产业布局，背
靠先进的建城理念，康养小镇的招
商形势喜人。在绿地集团二次招商
的磁场效应下，一连串优质项目出
现在小镇的产业版图上，进一步提
升了滨海新城产城融合的品质。

与国内知名行业协会医学人工
智能联盟合作，共同打造以预防性
专科为主的共享医院，并整合医疗
领域相关大数据企业，在新区设立

医疗大数据中心；引入中国体检行
业领军企业，构建国内一流的健康体
检中心；通过跨境企业首尔丽格，引
入境外运营成熟的美容整形技术；与
博圣启代诊所共同打造具备基因检
测技术的“出生健康”诊所……当前，
康养小镇已与 30余家“医、康、养”类
企业深度洽谈，并成功签约瑞士蒙特
勒医疗、禾普生医控股、腾湃医疗等
8家行业知名企业。

“通过资源整合，依托绿地产业
优势，康养小镇已汇聚康养企业、
高校院所、研发机构及医院诊所等
资源，基本形成产业大平台的规模
雏形。”滨海新城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小镇正向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取经，积极学习先行
区集康复养生、生态节能环保、绿
色国际组织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先
进理念。此外，康养小镇还与国际
精准医学与抗衰老组委会、中国抗
衰老促进会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深入接洽，加速
康养产业与小镇紧密结合。

康养小镇“招商+建设”的双
轮驱动，也昭示着滨海新城“产
业+城市”的深度融合。港中旅文
化小镇主力业态招商成果显著，洲
际酒店明确入驻，多家温泉、民宿
项目也正进一步洽谈中；卓越光谷
创智产业园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融创未来城正进行底层浇筑；碧桂
园智慧生态城正进行桩基施工。

康养小镇实景。 （徐欣 虞昌胜 摄）

“产业+城市”深度融合

杭州湾新区“康养小镇”风姿初露

慈溪白沙路街道慈溪白沙路街道：：
水岸联动，扮靓“城中村”

海曙：

打造精准帮扶乡村“慈善基地”

日前的一天，宁波润禾高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丁平发现员工刘应刚工
作时心神不定。刘丁平将刘应
刚请到公司新设立的“职工说
事”工作室，一番交流后，刘
应刚道出了难处：“在老家的
父亲生病了，心里一直惦记
着，很想回家去看看。”了解
到这一情况，刘丁平马上吩咐
公司相关人员为刘应刚办好请
假手续并代买车票，让他马上
回家处理好家中事宜再回来安
心上班。

这段时间，润禾公司的
“职工说事”工作室成了不少
员工倾吐烦恼、发表意见的一
个场所。

缓解生活压力 收集职工点子

宁海胡陈乡首创“职工说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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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城中村””黑水河变风景黑水河变风景。。
（（记者记者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企业员工在“职工说事”室里说事。 （孙吉晶 摄）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慈溪白沙路街道轻纺村的不
少村民享受到环境治理带来的快乐：孩子放风筝、开
心地游戏玩耍，大人们在水岸廊道边健身、纳凉聊家
常……“这片空地以前雨天一身泥，现在一下子高大
上起来，像变魔术一样！”村民们由衷赞叹。

白沙路街道位于慈溪中心城区东部，辖区内既有
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又夹杂着大量陈旧的“城中
村”，22个村（社区）中有18个村庄。

图为智能化可回收垃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