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火如荼的五月，是花开的季节，更是劳动的季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全市各级工会精心组织形式多
样的庆祝活动，歌颂耕耘在全市产业一线的职工，歌唱劳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恢宏的篇章，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积极投
身“六争攻坚”行动，为加快建设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1、宁波市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劳模先进表彰大会

时间：4月底
主 办 单 位 ： 中 共 宁 波 市 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2、“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

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时间：4月16日
主 办 单 位 ：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中央网信办
承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等
3、“展示职工风采·助力六争

攻坚”2019全市企事业单位文体
联赛启动暨职工“梦想之声”声乐
大赛

时间：4月29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波市
文学艺术联合会

4、“劳动光荣·匠心筑梦”
2019宁波市职工技能精英赛群英
赛

时间：4—10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5、宁波市第六批和谐企业创

建先进单位、宁波市第三批和谐
企业创建标兵单位表彰活动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市合创办
6、“劳动光荣·休养快乐”

千名劳模“健康健身”行动及
优秀科技人才、一线职工免费
疗休养

时间：4—11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7、“弘扬劳模精神·宣传劳

模事迹”劳模工匠“三进”活动
时间：4月下旬—5月中旬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各区县 （市） 总工会
8、“ 遵 法 守 法 · 携 手 筑

梦”2019年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暨
启动仪式

时间：5月中下旬—12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共青团宁波市委、宁波市妇联、
各区县 （市） 总工会

9、“甬工惠”APP上线启动
仪式暨红五月“5·1服务卡”优
惠大推送活动

时间：5月20日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等
10、“互助互济·关爱人生”

2019职工医疗互助保障专项行动
时间：3—4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1、“展示职工风采·助力六

争攻坚”全市企事业单位“三对
三”篮球比赛

时间：5 月 18—19 日、25—26
日

主 办 单 位 ： 宁 波 市 总 工 会
宁波市体育局
12、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五一”快闪活动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3、“美丽乡村·与惠同行”

宁波职工走进宁海长街、岔路及
鄞州东吴健步走活动

时间：4月—5月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14、宁波市第五届乡镇 （街

道）职工围棋比赛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宁波市体育局
15、宁波职工艺术团百场文

艺演出进基层慰问暨猜灯谜活动
时间：全年
主办单位：宁波市工人文化

宫、各区县 （市） 职工艺术团
16、“工惠有约”文艺体育系

列公益培训暨百场“职工课堂”
进基层活动

时间：全年
主办单位：宁波市工人文化宫

17、“公益乐学”系列专场
时间：全年
主办单位：宁波市五一学校
18、“闪耀五一”五一广场二

周年庆之文艺梦、生活梦、普惠
梦系列活动

时间：3—5月
主办单位：宁波五一广场
19、海曙区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先进表彰大会
时间：5月
主办单位：海曙区总工会
20、“行读海曙·书香之路”城

市定向跑
时间：4月21日
主办单位：海曙区总工会等
21、“湖畔朗读接力”职工快闪
时间：4月21日
主办单位：海曙区工人文化宫
22、江北区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江北劳模工匠”表彰大会
时间：4月下旬
主办单位：江北区总工会
23、“寻找新时代职工音乐达

人”比赛
时间：4月中旬
主办单位：江北区总工会
24、镇海区工会垃圾分类“百

千万”行动启动仪式
时间：4月中旬
主办单位：镇海区总工会
25、镇海区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十万职工助力“项目攻坚
年”劳动竞赛启动仪式

时间：4月下旬
主办单位：镇海区总工会
26、北仑区庆祝“五一”劳模

表彰大会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北仑区总工会

27、北仑区青年工匠评选、
青年歌手大赛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北仑区总工会
28、北仑区职工书画展、皮

划艇大赛、联谊活动
时间：5月
主办单位：北仑区总工会
29、鄞州区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劳模先进表彰大会
时间：4月中下旬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30、“咱们工人有力量”职工

书法美术摄影大赛、“我与祖国共
成长”职工征文比赛

时间：3—6月
主办单位：鄞州区总工会
31、“劳动礼赞”奉化区庆

“五一”暨先进表彰大会
时间：4月29日
主办单位：奉化区总工会
32、奉化区职工歌手大赛、

工间操比赛、职工体育健康欢乐
送及“凤麓工匠”、“最美娘家
人”评选等活动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奉化区总工会等
33、“奋斗新时代 争当排

头兵”余姚市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先进表彰大会暨第十二届
职工文化活动月启动大型主题汇
演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余姚市总工会
34、余姚市职工书法征集展

示活动、职工读书及征文比赛、
职工健身运动联赛之企业职工羽
毛球赛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余姚市总工会

35、慈溪市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职工快闪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慈溪市总工会
36、宁海县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 130 周年“匠心筑梦”
颁奖典礼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宁海县总工会
37、宁海县“朵朵鲜花送劳

模”、第四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
走激励大奖赛、“阅品人生”全县
职工读书会等活动

时间：4月底—5月
主办单位：宁海县总工会等
38、象山县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先进表彰大会、文艺晚会
时间：4月底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
39、象山县“半岛初心·匠

心同行”戏曲专场演出进基层、
第五届“庆五一”职工钓鱼比
赛、走进西海岸健步走、“玫瑰之
约”交友等活动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象山县总工会
40、杭州湾新区职工“三人”

制篮球赛、甲组篮球联赛、“垃圾分
类·你我同行”健步走等活动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杭州湾新区总工会
41、大榭开发区“我和我的

祖国 劳动美”职工征文、摄影
比赛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大榭开发区总工会
42、“中国人民保险”杯宁波

市财贸金融系统迷你马拉松比赛
时间：4月27日
主办单位：市财贸金融工会

43、宁波市财贸金融青年职
工鹊桥联谊活动

时间：5月中旬
主办单位：市财贸金融工会
44、“ 走 进 自 然 · 拥 抱 春

天”——庆五一海员建设系统职
工健步走活动

时间：4月26日
主办单位：市海员建设工会
45、文 卫 系 统“ 低 碳 绿 色

拥抱春天”庆五一职工健步走活
动

时间：4月
主办单位：市文卫工会
46、垃圾分类志愿者活动及

“关爱员工、凝心聚力”基层工会
成果发布会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市工业和信息产

业系统工会
47、“垃圾分类工会在行动—

走进白溪水库”志愿服务活动
时间：4月26日
主办单位：市直属基层工会
48、趣味运动会及羽毛球、

龙舟比赛
时间：4—5月
主办单位：市直属基层工会
49、交通劳模先进代表走进

新农村暨垃圾分类经验交流活
动

时间：5月6日
主办单位：市交通运输工会

（周琼 郁诗怡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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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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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23日电 （记
者叶昊鸣） 针对近日有研究机构发
表 报 告 称 2035 年 养 老 金 将 要 用
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
险司司长聂明隽 23 日回应说，通
过一系列应对措施，能够保证长期
按时足额发放。

在当日召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2019 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
会上，聂明隽介绍，2018 年末全
国 60 周岁以上人口为 2.49 亿，占
总人口比例的 17.9%，其中 65周岁
以上人口为1.67亿人，占总人口比
例的 11.9%。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
景下，对养老保险最主要的影响是
抚养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上个世纪 90 年代，大概是 5
个人养1个人，到2018年底已经下
降到 2.66个人养 1个人。抚养比下
降意味着缴钱的人少了，领钱的人
多了，如果持续下去，不采取积极
应对措施，会对养老保险的可持续

发展产生压力和挑战。”聂明隽说。
养老保险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资金规模较大，运行周期较长，
社会各界非常关注。聂明隽表示，围
绕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
国已制定了一系列应对举措：

一是通过实施降低社保费率综
合政策，形成企业发展与养老保险
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据了解，国
务院办公厅今年 4月印发了 《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其中有
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调整
个人缴费基数两项重要内容，这不
仅减轻了企业的社保负担，还降低
了参保缴费的门槛，有利于提高企
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将更多职
工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中。“降低社
保费率综合政策，不仅增强了企业
活力，还有利于做大养老保险的

‘蛋糕’，改善养老保险的抚养比，
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影响非常深
远的战略性安排。”聂明隽说。

二是通过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负
担，帮助困难地区确保发放。据聂
明隽介绍，当前企业养老保险运行
总体平稳，基金当期收大于支，滚
存结余不断增加，2018 年末企业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4.78万
亿元，有较强保障能力。但结构性
矛盾比较突出，地区之间不平衡，
不仅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不统
一，基金结余差异也很大。“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结构性矛盾问题
是养老保险运行的主要矛盾。从去
年下半年起，中央实施了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进展比较顺
利，开始有效地缓解结构性矛盾问
题。”聂明隽说。

三是不断增加战略储备基金，
并将继续做大做强。聂明隽表示，
国家已经建立战略储备基金，目前
全国社保基金已有 2万亿元左右战
略储备，同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已经启动，今后
还将继续加大划转力度。

四是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
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聂明隽指出，今
年中央财政安排企业养老保险的预算
资金达到5285亿元，同比增长9.4%，
地方财政也相应做出了资金安排。

五是养老保险其他改革正在稳
步推进，制度内在激励约束机制正
在进一步健全。聂明隽表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采取综合措施，积极稳妥开展养老
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加大基金中央
调剂力度、不断提高统筹层次、加
强基金监管等，同时不断加强制度
的自身建设，使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健全。

“可以明确地讲，我们对化解
未来的支付风险是有准备的，制度
的可持续发展是可以保证的。请大
家放心，也请广大的退休人员放
心。”聂明隽说。

人社部回应“2035年养老金将要用光”

能够保证长期按时足额发放

4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庆祝
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70 周年
升国旗仪式现场。

当日，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
京解放 70 周年升旗仪式在南京举
行，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战士、烈
士遗属、青少年及群众代表等参
加。

（新华社发）

南京举行升旗仪式
纪念渡江战役胜利
暨南京解放70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记 者胡浩 郑天虹） 4 月 23
日，河北、辽宁、江苏、福建、
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8个省
份公布了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这
是目前为止全国第三批高考综合
改革试点。

2014 年，新一轮高考综合
改革启动，上海和浙江两个省份
率先进行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2017 年又启动了第二批北

京、天津、山东和海南 4个省份试
点。

此次公布的 8省份高考综合改
革方案采取“3+1+2”模式。

从 2021年起，8省市新高考考
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学
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成绩构成，满
分 750 分。其中，考生在思想政
治、地理、化学、生物中自主选择
的两门科目按等级赋分后计入考生
总成绩。

8省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出炉”

据新华社华盛顿 4月 22日
电（记者刘品然 刘晨） 美国白
宫 22 日表示，美国政府将不再
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
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
石油出口。

白宫当天发布的声明说，美
国政府此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在 5月
初到期后将不再延续。该决定旨
在通过实现伊朗石油零出口来剥

夺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还称
将继续扩大对伊朗经济的“极限施
压”来应对伊朗“威胁”。

声明表示，美国将与沙特阿拉
伯、阿联酋和其他盟友采取措施确
保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充足。

美国去年 11 月重启对伊朗能
源和金融等领域制裁。但为稳定国
际原油市场供应，美国当时给予印
度、土耳其等 8个伊朗原油进口国
家和地区暂时性制裁豁免。

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制裁豁免
美国将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据新华社科伦坡 4月 23日
电（记者朱瑞卿 唐璐） 斯里兰
卡警方 23 日证实，该国 21 日发
生的系列爆炸已造成 310 人死
亡、超过500人受伤。

斯警方发言人鲁万·古纳塞

克拉告诉新华社记者，警方目前已
逮捕 26 名爆炸案嫌疑人，22 日夜
间的宵禁已于当地时间23日4时取
消。

23日8时30分，斯里兰卡全国为
连环爆炸中的遇难者默哀3分钟。

斯里兰卡爆炸遇难者升至310人

新华社莫斯科 4月 23日电
（记者张骁） 据塔斯社 23日援引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报
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劳动
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将于本月 25 日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举行会晤。
此次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将是

金正恩今年再次被推举为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后第一次出访，也是金正
恩自 2011 年主政以来第一次与俄
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普京和金正恩将于25日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