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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周旦）“学
校围墙经过加固加高后，再也不用
担心顽皮学生钻出去了。”洪塘实验
学校王永跃老师笑着告诉记者。近
日，洪塘街道人大工委“民生小事”
专项资金的启用，为洪塘实验学校
又增加了一道安全屏障。

前不久，洪塘街道人大工委组
织江北区人大代表进和塘雅苑社区
接待选民时了解到，洪塘实验学校

与和塘雅苑小区之间
的围墙，由于个别地
方损毁，缝隙较宽，个
子比较小的学生可以

轻松从缝隙钻出。之后，洪塘街道人
大工委立即牵头，会同街道相关部
门、辖区派出所、学校进行了实地勘
察，协商后决定对该处围墙用铁丝
网进行加固加高，费用则由街道人
大“民生小事”专项资金支出。

近年来，洪塘街道人大工委紧
紧把脉民生“痛点”，组织辖区内
市、区人大代表进村、社区接待选
民，针对选民提出的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健康、生态环境、交通出

行、城市建设与管理、社区服务等
问题，进行代表督办。为突破“民
生小事”推进过程中的资金“瓶
颈”，今年，街道落实 50万元财政
资金作为“民生小事”专项资金，
并出台办法规范使用流程，发挥

“小资金”大效益。
“民生小事”专项资金使用办

法明确，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解决人
大代表在夜聊、进联络站接待选
民、进选区走访选民时，选民提出
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关群众利益
和需求的民生事项，且该事项未被列
入街道本年度财政预算。由街道专项
资金审核小组评估审核后，按照规定

程序报街道办事处审批，街道人大
工委做好专项资金的监督工作。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将这笔
专项资金用于街道农村公交站点加
装雨篷及坐凳，通惠路北城春色段
设立人行道隔离桩等惠及群众的民
生工程。”街道人大工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装个雨篷、安条坐凳、设道隔离桩，都有望用到这笔钱——

洪塘启用首笔“民生小事”专项资金

昨天，来自我市 11 所小学
的 28 名学生聚集在慈城镇冯幵
故居，参加由 《新侨艺报》 组
织 的 甬 上 文 化 名 人 “ 老 猪 菜
刀”的“世界杯”探秘之旅。

“老猪菜刀”真名朱以奇，
曾 行 走 南 极 、 北 极 、 可 可 西
里、珠峰大本营，多次死里逃
生，也是宁波十大旅游达人。
他前后游历过世界 200 多个城
市，在各地朋友的帮助下，别
出心裁地收集了富有全球各民
族艺术特色的杯子 300 余只，
供游客免费观赏。

在活动中，“老猪菜刀”和
同学们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
并鼓励同学们要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勇于探索大千世界，
做生活的强者。

（严龙 吴红波 摄）

“老猪菜刀”的300只“世界杯”

“老猪菜刀”收集的杯子。

“老猪菜刀”和同学们分享他的旅行经历。

学生们在仔细地拍摄活动场景。

赵继承

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市民
政局、市残联四部门近日发布

《关于印发切实做好农村困难家庭
危房改造即时限时救助工作的通
知》 明确，从今年起，对全市各
地符合条件的四类困难家庭居住
的 C 级、D 级危房进行即时和限
时救助，发现一户，改造一户。
为确保救助的及时性，明确要求
改造施工时限不超过180日 （3月
21日《宁波晚报》）。

群众利益无小事。解决群众
的苦处、难处和烦心事，既是各
级党委政府之责，也是人民公仆

的宗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
村，总有一些家庭存在这样那样
的困难，有的困难甚至影响家庭
基本生活、危及人的生命，急需
党委政府及时处置，否则，就可
能错失最佳时机。

为民解难就要即时限时。做
到即时，就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
的网格员、党员干部等骨干力
量，在上门走访、谈心交心等活
动中，第一时间了解群众的难
事。做到限时，就是知道了群众
困难，就快办快结，不能久议不
决，也不能因参与部门多而协调
来协调去，让群众眼巴巴等着。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了涉及民生的 10件实事和一些重
点工程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也
应拿出即时限时作风和争抢精
神，抓紧干、加油干，及早完成
群众的所急所需。

为民解难就要即时限时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邓荣成 陈宁） 象山一艘失事
沉没渔船的船东日前收到了市渔
业互保协会赔付的 750 万元赔偿
款。据悉，这是协会成立 23 年
来，我市渔船事故中单船单次最
高赔偿金额案件。

去年 11 月 19 日凌晨 4 时许，
象山一艘渔船在进行拖网作业时
侧翻沉没，8 名船员全部落水，其
中 3 人获救、5 人失踪。接到报案
后，市渔业互保协会象山办事处立
即成立理赔小组，第一时间前往慰
问获救船员，会同相关部门对事故
进行调查。经过调查，调查组认定
事故原因是在大风浪天气条件下，
船长选择转向掉头时机不当，造成
倾覆力矩过大，导致渔船侧翻沉
没。各部门组织多日搜救，5名船
员确定死亡 （失踪）。

该起沉船事故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给相关渔民家庭的生活及

善后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本着
“为政府解忧、为渔民解难”的理
念，协会及时开通“绿色通道”，
快速理赔，于去年 12 月 7 日将
300 万 元 预 赔 付 款 给 付 出 事 船
东。日前，相关调查部门对案件
出具最终报告。协会对案件细节
核实后，很快将剩余的 450 万元
赔偿款送到了船东手上。

海 洋 捕 捞 是 项 高 危 险 性 职
业。自 1996年成立以来，市渔业
互保协会不断织密“保护伞”，担
好渔区社会“稳定器”重任。截
至目前，承保渔船 4648艘，承保
渔民逾 2 万人，覆盖了 95%以上
的渔民、渔船。据统计，23 年
来，市渔业互保协会累计为全市
渔民提供 1440亿元保额的风险保
障，总赔付金额 5.2 亿元。去年
底，协会的“深化渔业互保 为
渔民保驾护航”项目获评浙江省
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

象山一船东
收到750万元赔偿款
为我市渔船事故中单船单次最高赔偿金

本报讯 （记 者周琼 通 讯
员赵晶）“既有专业匹配度，岗位
关键能力得分又很出色，这次，
通过提前对接测评，校招的效率
和精度都有了明显提升。”近日，
在海曙区全国高校引才武汉招聘
会现场，君禾泵业的人力资源主
管收获颇丰，招揽到满意的人才。

和 以 往 的 “ 广 种 薄 收 ” 不
同，这一轮巡回校招，海曙区人
社部门打出了“技术牌”，运用当
地“泛 3315计划”的人力资源团队
所研发的人才职业潜能评估系统，
帮助企业建立岗位关键能力模型。

“用技术说话，用数据说话，为企业
‘找对人用好人’提供大数据支持。”
海曙区人社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提前的人才潜能测评和
职业规划辅导，可以帮助企业提
高30%左右的招聘成功率。

刘同学是武汉一所高校的高
分子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特性
决定他需要长期在实验室和各种
实验打交道。但现场测评专家发

现，在他的人才职业潜能评估
中，营销和演绎指数远远高于研
发指数。沟通中，刘同学表示更
喜欢“和人打交道”。测评专家建
议其结合所学专业，寻求营销方
面的工作，这样既可以发挥其专
业背景优势，也能适应他自身潜
能特点。

“这一轮招聘中，我请每一个
进入面试的同学做了测评，测评
结果显示的关键能力低于50%的，
我们就要慎重考虑。”宁波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
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这位负责人
介绍，这次武汉校招中，他们的招
聘团队收到了 30多份简历，“有八
九名同学进入了第二轮面试，提前
测评，可以让他们更清楚该把简
历投向哪些岗位，对我们来说，
招到的人也更为合适。”

据悉，海曙人社部门还将组织
辖区企业前往杭州、南昌、哈尔滨、
重庆等地高校引才，进一步推进

“一产业一院校”校地合作。

人岗是否相适 提前对接测评

海曙打出“技术牌”
助力巡回校招揽才

前天上午，镇海骆驼首届“千亩油菜花海节”在黄沙闸村举办。以
春光为媒，游客纷至沓来赴一场“花约”。花海所在地为街道田园综合
体“炫彩大地”生态湿地功能片区，这里的油菜花除了常见的金黄色，
还有白色、紫色、粉色。 （汤越 王珏 摄）

赴一场“花约”

本报记者

3月20日晚，记者随城管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分别抽选海曙、江
北和鄞州三区的多个居民小区进行
垃圾分类实地明察暗访。

在新典新村小区，一进门就可
看到摆放整齐的一组垃圾桶，各种
分类设施标识齐全。“参与垃圾分

类很长时间了，社区工作人员常上
门劝导垃圾分类，垃圾袋经常在发
放，我们很多人愿意参与，因为这
样小区环境更清爽了。”面对检查
人员，小区居民鲍阿姨如是说。在
鲍阿姨家中，记者见到她家对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投放。

“作为一个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
老小区，我觉得垃圾分类已经做得很
不错了。”居民徐师傅说，社区工作人
员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小区垃圾
分类的氛围挺浓。在小区里，记者问

来自四川的租户王女士：“用过的餐
巾纸是属于哪类垃圾？”“是其他垃
圾。”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过，也有
不少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掌握不全。

“茶叶渣属于哪类垃圾？”面对记者的
提问，一位大伯说是其他垃圾，不过，
正确答案是厨余垃圾。

检查人员还打开各垃圾桶盖进
行检查，发现有些绿色袋子里装的
是其他垃圾，却放到了厨余垃圾的
桶里，还有两袋厨余垃圾被扔进了
其他垃圾桶里。

在南都花城，刚走进楼道，检
查人员就被张贴在过道墙壁上的垃
圾分类公示榜吸引住了。

在这张大图上，每户居民化作
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并标上了房间
号。如果这户居民参与过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就会有志愿者的标识贴在果
实的表面；如果这户居民垃圾分类准
确，就会贴上一个苹果标签，表示这
户居民不需要再上门劝导了。

据介绍，经过社区工作人员挨
家挨户指导，以及督导员和党员志
愿者发动，目前小区垃圾分类的入

户率达到100%，分得好的30%左右。
进入北岸琴森小区，迎面就是

一个小型广场，醒目地放置着垃圾
分类宣传板画，旁边宣传窗里也有
关于垃圾分类知识的介绍。广场靠
近楼道处，并排放置着四色垃圾
桶，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浓厚。

但从现场垃圾桶内垃圾分类投
放情况看，黑色的其他垃圾桶内有不
少厨余垃圾袋装的垃圾，显示居民分
类投放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检查人员随机挑选了一个楼
道，上到二楼时，一户家庭的女主
人手拎厨余垃圾袋正要出门扔垃
圾。检查人员随即看了下垃圾袋，
发现分类质量不高，除厨余垃圾之
外，还掺杂了不少纸盒等包装类垃
圾。该住户坦言，平时会自觉垃圾
分类，但做得还不够精细。

检查人员离开时，物业保洁员
正在清理绿色厨余垃圾桶，把分散
在各处的小型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并
入一个大号厨余垃圾桶，装满后推
至小区门口，第二天一早由环卫厨
余垃圾清运车统一运走。

生活垃圾分类全城大调查进小区，结果显示——

分类氛围浓 质量待提高
垃圾分类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小事，也是城乡社会治理的

大事。上月中旬，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宁
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我市由此成为国内较早对生活
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

《条例》即将出台，垃圾分类不正确就要被罚。垃圾分类作为
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宁波市民准备好了吗？连日来，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市城管局）、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联合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进小区入家庭，看学校查宾馆商场，全方位开展垃圾分类大调查。

结合此次大调查结果，本报今起推出“垃圾分类 实话实说”系列报
道，与广大市民共话垃圾分类，携手共进，共同提高，共创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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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实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