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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许悦）今年 1 月 10 日是全国
第 33 个 110 宣传日，我市各级公安
机关在全市多地开展集中宣传活
动，今年的主题是“警民牵手 110，
共创平安迎大庆”。记者近日从市公
安局 110指挥中心获悉，去年以来，
市县两级 110报警服务台继续全心
全意为民服务，在遏制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提升服务群众水平上成效
显著。

据悉，去年，我市公安 110继续

完善“快接快处”工作模式，在防范
止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发挥重要
作用。公安 110联合市反诈中心，引
导报警人实现快速止损。去年，全市
共止损万元以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6起，止损金额2663.14万元。

典型案件不少，比如去年 3月
7日，北仑一公司的电子邮箱被黑
客侵入并篡改后向美国客户发送了
付款账户信息邮件。随后，客户将
123.63 万美元打到了黑客账户上。
关键时刻，两级 110报警服务台会
同反诈中心，迅速将涉案账户冻
结，才成功将被骗资金全额止付。

在提升服务群众水平方面，去
年公安 110 主动对接“最多跑一
次”改革，高效运作 12345政务服

务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双号码、
双热线、双平台对接运行机制，双
平台派单量同比上升 113.4%。其
中，在保障 110紧急报警公共资源
的同时，持续高效运作 114社会化
移车服务工作：全年受理求助电话
263 万 余 起 ， 成 功 移 车 194 万 余
辆，成功率位居全省第一。

此外，我市还严厉打击恶意骚
扰，谎报警情，恶意举报、投诉和
其他干扰正常 110接处警工作的违
法犯罪行为。去年，全市立案查处
106起，行政拘留82人，罚款或警
告 31 人。比如去年 8 月 14 日，北仑
一男子凌晨时分狂拨报警电话 40
多次，称要轻生，并且不断骚扰、辱
骂 110接警员。之后，北仑警方全城

搜索，只为找到他，挽救其生命。最
终，民警发现，所谓“轻生”只是谎
言，那名男子是喝多了找点事情寻
开心。

“110 报警电话是‘生命线’，
恶意报警、扰警会严重占用应急资
源，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市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说，遇到以下情况应
该报警：刑事案件；治安案 （事）
件；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
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
害、治安灾害事故、火灾、交通事
故；其他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
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危及公共
或群众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
助；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正在发生
的违法违规行为。

公安110联合市反诈中心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去年成功止损2663万元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优秀青年技能人才出国进行技
能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竞技，有机
会获得最高 10万元的政府补贴；全
力支持劳动者进行终身培训，探索
打造全国首家技能人才继续教育学
院，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记者近日从市人力社保部门获悉，
为打造技能人才高地，我市三部门
联手“放大招”。全市 150 万名技能
人才将听到更多“春天的声音”。

记者了解到，市委组织部、市

人社局、市财政局日前就加强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技能强市联合发
文。到 2022 年，我市力争培育 10
名“杰出技能大师”、百名“拔尖
技能大师”和千名具备发展潜力的

“优秀技能大师”，这批领军人物将
成为带领我市技能人才队伍成长的
先锋队。同时，自今年起到 2022
年，我市每年将选拔一批优秀技能
人才和职业 （技工） 院校骨干教师
进行培训提升。

据了解，我市每年将择优遴选

优秀青年技能人才赴国 （境） 外参
加技艺技能研修培训、交流，参加
国际技能竞赛，按照单位实际支付
费用的50%给予补贴，每人最高可
获10万元的补贴。

在本次出台的技能人才发展新
政中，我市还通过拓宽终身培训渠
道，鼓励劳动者参与终身培训。对
不少技能人才关注的待遇问题，新
政中明确，要切实提高技能人才政
治待遇、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鼓
励企业吸纳高技能领军人才参与经

营管理决策，鼓励企业建立首席技
师、特聘技师等带头人制度，并发
放一定津贴。同时，对于列入我市
紧缺急需技能岗位 （工种） 目录、
符合相关条件的技师和高级技师，
我市将发放每人最高 3.6 万元的岗
位津贴。

另据记者了解，我市还将通过
加强技能人才培训平台建设和推进
职业 （技工） 院校发展，全面推行
企业新型学徒制等一系列举措，加
大我市技能“正规军”供给力度。

全市150万名技能人才迎来政策“大礼包”

参加国际技能竞赛
最高可获10万元补贴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毛丽娜 毕颖波

“真正的士兵，即使脱下军
装，依然会保持军人的信念和勇
敢。”这是鄞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
队教导员王功伦入警时写下的一段
话。

1962 年出生的他，1980 年参
加工作，2006 年从部队正团职岗
位转业至鄞州公安分局。脱下“橄

榄绿”，换上“藏青蓝”，王功伦告
别了部队的峥嵘岁月，带着军人的
钢铁意志，投身到公安事业中。

曾经，在军营里，因工作表现
突出，他荣立过三等功，多次被评
为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获
各类嘉奖十余次；如今，在公安战
线上，他是广大民警的好榜样，荣
获省公安系统十八大安保先进个人
称号并荣立二等功一次。

作 为 巡 特 警 大 队 的 “ 老 大
哥”，王功伦总愿意将大事、难事
往自己肩上扛。在各类维稳安保工
作任务中，他总是主动请缨，勇挑
重担，不怕头顶烈日，也不怕风霜
雨雪，一直是安保战线上的“排头
兵”“急先锋”。

熟悉他的人都说，王功伦是一
个责任心极强的人，只要是在工作
中，总是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2008 年，他受命担任鄞州公安分
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为了将这株

“幼苗”打造成一支高效而又充满
力量的“公安铁军”，王功伦主动
学习，紧密结合大队实际，积极探
索及谋划适合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白天，他应付日常事务工作，晚上
则挑灯夜战，经常是“5+2”“白+
黑”地连轴转。同时，为了确保队
伍稳步发展，他始终坚持抓规范、
抓督查、抓成效，尽最大努力为队
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后勤保
障。

从警 13 年来，王功伦先后参

加过奥运会火炬宁波站传递、上海
世博会、抗击“菲特”台风、G20
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各类大型安
保工作，获得了诸多荣誉。在他的
带领下，鄞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成为全市唯一连续 9年获评全市巡
特警系统工作优胜单位的大队。

王功伦说，曾经的他是一名光
荣的军人，在队列中呼喊过嘹亮的
口号，在拉练中磨破过一个又一个
的血泡；如今的他是一名光荣的人
民警察，在烈日下为百姓值勤安
保，在危险中疏散人民群众……不
论是军人还是警察,他要做的就是

“红心不变”，始终做人民群众最需
要的人!

王功伦：初心不忘 红心不变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郑俊朋） 前天，宁波大学人才
强国战略研究院、宁波市人才发
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次学术报
告会在宁波大学举行。

宁波大学人才强国战略研究
院、宁波市人才发展研究院的基本
定位为高端智库型研究机构，将深

入研究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理论
与实践问题，为中央和省市领导科
学决策提供咨询，同时承担国家和
省市的重大研究与咨询课题。它拟
设三个研究方向，即：人才强国战
略研究、长三角与宁波市人才战略
研究、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人
才强国战略研究。

宁波大学人才强国战略研究院
和宁波市人才发展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沈默） 甬江南岸，终于要迎来全
线美丽蜕变。昨日，鄞州区福明
街道传来消息，街道拆迁办已与
桑家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桑家整体
拆迁补偿达成协议，这标志着福
明街道最大的一个城中村桑家村
全面拆迁改造进入倒计时。

该拆迁地块位于甬江南岸，
临甬江大道和江南公路等主干道
路，周边有波波城小区、万科公
园里小区、港隆时代广场等现代
居住楼盘和商场。与这些已开发
地块和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待拆迁地块内建筑仍为低矮破旧
的砖混或钢混房屋，经营业态以
出租公寓、小型工业作坊、花鸟
市场、农贸市场、临街商铺、汽
车维修为主。而且随着其他区块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里逐
渐变成片区内最大的外来人口集
聚地，拆迁改造迫在眉睫。

“如桑家花鸟市场地块，密集
分布着公寓楼、厂房和仓库，外

来人口集聚明显，不仅环境脏
乱，还一直是治安和消防安全重
点隐患单位。”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对桑家村的彻底改造，既是
关系到整个甬江东南岸区域的功
能优化和品质提升的关键，更是
为了满足地块内所有住户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记者了解到，此次拆迁涉及
23.2 万平方米集体非住宅及 0.33
万平方米集体住宅，占地面积约
208 亩，分布于花鸟市场 （波波
公园以西）、桑家菜市场、桑家学
校等 7 个地块。与以往不同，此
次征拆不仅是对剩余房屋的一次
性拆迁征收，还将同步解决所有
遗留问题，使这一方城中村土地
彻底完成城市化改造。

据悉，该区块将总体规划为
“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家
园”，未来相关地块将用于建设产
业园区、学校和商品住宅等。按
照计划，下一步福明街道将重点
加快房屋腾空移交工作。

鄞州福明街道
完成最大城中村拆迁签约

本报讯 （记者金鹭 通讯员
高晓静）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获悉，该院牵头的项目

“面向智能制造装备的精密驱动与
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获
得 2018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一等奖。

据了解，“产学研合作创新与
促进奖”设立于 2007年，由科技

部和国家科技奖励办批准，是我
国面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最高荣
誉奖。

“在这一项目中，我们与宁波
海天塑机、慈星股份等 30余家企
业合作，推动了企业中高端制造
设备的技术升级。”团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 3 年来，该项目为企
业提升产值近63亿元。

三年为企业提升产值近63亿元
宁波牵头项目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郁诗怡

上周四，天气阴冷，细雨纷
飞，宁波永灵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的技术负责人蒋立忠却早早等在
了厂区门口。这一天，来自宁波
市总工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
队”的一批“最强技师”联袂前
来送温暖，“会诊”工厂遇到的一
些技术难题。

尽管规模不算大，“低调”的
永灵航空在业内的“地位”却不
低，公司在航空航天配套件生产
设计领域拥有诸多先进技术，也
为不少一线名企生产配套精密
件。最近，如何提升一批C919大
飞机发动机精密零件的加工工
艺，成为公司技术负责人的“心
头大事”。

在两级工会的衔接下，永灵
航空对接到了代表宁波制造工艺
最高水平的一批“最强技师”，并
抛出了包括提升C919大飞机发动
机精密零件加工工艺、提升高温
合金钢氩弧焊焊接精度、提升高
温合金钢机加工效率这样三个技
术难题。

进入厂区一拿到图纸，组队
前来的“大师”们就立刻进入状
态开始寻找“病灶”：氩弧焊出现
焊接不稳定情况，空气过滤保护
是否到位？部分精密零件的加
工，是不是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
来解决机器焊和人工焊的衔接问
题？

说到兴起，全国劳动模范、

浙江明欣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焊接负责人陈俭峰拉着永灵航空
的焊接组长张辉，直接冲到了焊
接现场，做起了一个小实验。“我
用了陈师傅带来的带网导流器，
真的觉得焊枪‘听话’多了。”动
手试了两次后，张辉满脸惊喜。

“我发现不少氩弧焊工艺不稳
定是缺乏气体导流，加个几元钱
就可以买到的小工具，就能有明
显提升。”看到张辉一遍遍试着更
精准的新工艺，陈俭峰脸上不由
露出了一丝“小得意”。

一上午的精准“会诊”后，6
名来自机械、焊接等专业的“最
强技师”为永灵航空提出了一系
列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这次“会诊”是市
总工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
为企业提供公益性技术帮扶的第
一站。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宁波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
市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手
段跟实体经济的融合，从怎么融
到怎么改，产业转型过程中，有
大量技术难点困扰着我市诸多企
业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前不
久，他们特意组建成立“劳模工
匠技术服务队”，汇聚了全市产业
一线一批最为出色的能工巧匠。
接下来，这批热心的劳模技师将
分批进民营企业、进社区、进学
校，广泛开展技术攻关、技术改
造、技术创新、技术帮扶、技术培
训等一系列公益活动。

记者了解到，宁波各级各类
企业如果有相应的技术服务需
求，可通过 8718平台、甬工惠平
台发布需求，由市总工会对接相
关“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提供
公益性技术帮扶。

C919大飞机零件加工工艺遇难题

6名最强技师“会诊”

昨天，在阵阵击鼓声中，一场红红火火的长桌宴在南塘老街牌楼下举
行。64名热爱美食的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享上百道美味佳肴。

除了享受舌尖上的南塘风味，现场越剧、魔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还有写春联、包汤圆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市民、游客争相参与。

（刘波 徐汝莹 摄）

南塘长桌宴
热闹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