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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钟陶行 张楠） 夏季是溺水亡人事
故的高发期，减少这类悲剧的发
生，一直是我市各界努力的目标。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海曙古林，这
里正在尝试新的防溺水举措——河
埠头围建起不锈钢框架的防护网，
给落水者一根“救命稻草”。

昨天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
了海曙古林镇施家村，工人正在陆
续为河埠头安装防护网。站在施家
桥上，放眼望去，百米不到的河道
有不下十处河埠头，不时有村民来
河边洗衣洗菜。在靠近广场一侧，
有一处河埠头与众不同——离它 1
米处，一个不锈钢防护网将其围了
起来，既不影响群众用水，关键时
刻又能起到救命的作用。古林派出
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埠头有
了防护网，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落
水了，都能靠抓住身边的这个防护

网完成自救。
该负责人说，上月初，全市防

溺水工作部署视频会召开。古林派
出所召集全所民警和辅警集思广
益，探讨实用有效的点子来防范溺
水。除了建立一支由 18 名民警和
辅警组成的业余救援队外，他们提
出了“河埠头围建防护网”的办
法，很快得到了海曙公安分局和古
林镇政府的支持。按照计划，古林
全镇 1335 个河埠头，除了部分要
封掉外，其他的将安装这种网状围
栏，确保“最后一米”的安全。

记者获悉，安装防护网的费用
主要由镇、村两级负责，也有不少
企业和爱心人士进行了认捐。宁波
春禾服饰有限公司就认捐了 5个防
护网。而在维护上，将学习“河长
制”，尝试由村民代表“承包”相
应的河埠头，负责监管以及报修工
作。

海曙古林镇

河埠头围建防护网防溺水河埠头围建防护网防溺水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扎根宁波企业一线的 42 个紧
缺职业 （工种） 的高技能人才，最
高可获得 3.6 万元的岗位补贴。昨
日，记者从宁波市人社局获悉，我
市近日发布 2019 年度宁波市级统
筹区紧缺职业 （工种） 高技能人才
岗位补贴目录并同期展开申报，一
批优秀蓝领不日就将收到这个“红
包”。

宁波市人社局的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为了引导、激励和培养一
批优秀的高技能人才扎根产业一
线，2013 年起，我市创新推出紧

缺职业 （工种） 岗位补贴政策。近
年来，在一系列“组合拳”助推
下，我市技能人才总量和高技能人
才占比增幅都有了明显提高，截至
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技能人才总量
达 到 153.8 万 ， 高 技 能 人 才 43.7
万，占到技能人才总量的28.4%。

记者了解到，在为数众多的高
技能人才中，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的企业一线在岗职工，并按规定
缴纳基本养老、医保、失业等社
会保险费用；职工所从事的职业
(工种)属于当年度市人力社保局公
布的市级统筹区紧缺职业 （工种）

高技能人才岗位补贴目录；并持
有相应职业 （工种） 的国家职业
资 格 二 级 （技 师） 满 3 年 及 以
上，或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高级
技师） 证书满 1 年及以上，就可
以申报这笔岗位补贴。具体补贴
标准为：技师每人每月 500元、高
级技师每人每月 1000 元。据悉，
紧缺职业 （工种） 高技能人才岗
位补贴对象不包含机关事业单位

（除技工院校） 的企业编制人员。
已开始补贴人员不受次年起发布的
目录影响，仍可继续补贴。每人最
长 可 享 受 36 个 月 ， 允 许 中 途 中

断，但需在首次补贴计发之日起五
年内申领完毕，五年后补贴资格不
予保留。

记者了解到，本次的目录对上
年度紧缺职业 （工种） 目录中的部
分职业 （工种） 进行了整合，除了
传统的模具设计工、电动装卸机械
司机、装卸机械电器修理工、化工
仪表维修工、焊工等岗位外，本年
度市级统筹区紧缺职业 （工种） 还
较上年度增加了化工总控工、工程
机械维修工、智能楼宇管理员等
10 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所紧缺的
工种。

宁波大手笔补贴优秀蓝领
较上年度增加了10种职业（工种）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范亚儿） 家住市区的肢体残疾人小
方今年参加高考，取得较好的成
绩，但是他家经济困难，正为上
大学的费用犯愁。昨日，小方打
电话给市残联工作人员，咨询能否
申请补助。工作人员给予肯定的答
复——“按政策，可以免除残疾人
大学生学费、住宿费”。小方重负
顿释，非常开心。

市残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高考结束后，市残联相关部门
接到了不少残疾学生或家长的电
话，询问残疾人上大学补助方面的
政策。

据介绍，为减轻残疾学生及其
家庭的负担，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
育的权利，早在 2015 年，宁波市
残联、教育局、财政局就下发了

《关于免除残疾人大学生学费住宿
费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入学前
是宁波市户籍并持有宁波市颁发的
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在中国境内各高校就读的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以
下简称大学生），自 2014年秋季起
实行学费和住宿费补助。

残疾人大学生学费和住宿费补
助工作按学年进行。符合条件的补
助对象凭本人的第二代残疾人证、

交纳的学费和住宿费凭证，于每年
4月底前向发放残疾人证所在地的
区县 （市） 残联提出申请，填写

《宁波市残疾人大学生免除学费住
宿费申请表》，经当地残联、教
育、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据实到各
区县 （市） 残联进行报销。

残疾人大学生学费补助标准每
人每学年不超过 2万元，住宿费按
照不超过浙江省公办普通高校学生
住宿标准给予补助。对中外合作
班、中外合作院校或通过交流、交
换等其他原因到境外学习的大学
生，其在境外期间的补助标准按照
原所在境内就读学校的学费和住宿

费标准执行。
据市有关部门统计，自该政策

实施以来，全市已免除残疾人大学
生学费住宿费 647人次，补助总金
额达579万余元。

另外，根据有关政策，宁波市
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
女接受高等教育，可以申请补助。
贫困残疾人家庭是指家庭中父母一
方或双方持有当地残联核发的《残
疾人证》，且持有当地民政部门签
发的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社会扶助证》 或总工会核发的
《特困职工证》 之一的家庭。该助
学资金每学年只能申请补助一次。

为残疾人圆大学梦助一臂之力

我市残疾人上大学可报销学费住宿费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沈
） 昨日凌晨，受海上倒槽影响，
我市宁海东部、象山中西部突降暴
雨，个别地区出现大暴雨。截至 3
日 8 时，有 6 个站的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其中，宁海胡陈 153.6
毫米，象山茅洋 153.2 毫米，象山
泗洲头 132.6 毫米，宁海力洋洞门
108.7 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
在宁海胡陈，为85.9毫米。

昨日清晨 5时，宁海县胡陈乡
的胡东村、联胜村、西张村、西翁
村、双溪社区和长街镇的连浦村 6
个村庄进水，昨日上午已基本退
去。象山县泗洲头等地发生溪坑坑
岸倒塌，公路边有少量塌方，部分
低洼农田受淹。

市气象台昨日2时13分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3 时 3 分升级为暴雨
橙色预警。市防指及时启动应急响
应，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进行会
商，指导督促易发地质灾害、小流
域洪水的地区加强防御。宁海、象
山重点乡镇街道的干部加强一线巡
查，及时提醒群众做好安全防范工
作。我市主要河道水闸提前开闸排
水，区域水库及时进行了预泄。

又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杜
坤） 今年第 4 号台风“木恩”（热
带风暴级） 已于昨天零时 45 分前
后在海南省万宁市和乐镇沿海登
陆，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
前夜至昨晨，我市宁海东部、象山

中西部出现暴雨，部分乡镇受灾。
受今年 4号台风“木恩”外围

环流影响，昨天白天，我市部分地
区仍有大到暴雨。

受雨水打压，进入 7月，甬城
气温较为凉爽，最高气温仍然停留
在“2 字头”，昨天市区最高气温

25.6℃。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江南、华南西部及贵州等
地降雨过程频繁。

根据预报，受梅雨带影响，今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和沿海
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5 日到 6

日我市仍有强降水过程，本周其余
时段仍多阵雨或雷雨。近期我市气
温 比 较 平 稳 ， 最 低 气 温 22℃ 至
24℃，最高气温26℃至28℃。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市降水
频繁，请大家特别注意防范短时强
降水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我市宁海象山部分地区昨日凌晨突降暴雨

5日起强降雨再次来袭

五江口闸及上游配套河道工程目前调试完成，进入完工待验收阶段。工程作为姚江防洪工程体系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对于提升城区排涝能力至关重要。 （刘波 忻之承 摄）

本报讯（通讯员卢霞 董文
裕 记者王博） 6月30日是南苑
国际小区新老物业公司交接的日
子，53 岁的吕延义和同事们晚
上 7 时站完最后一班岗就离职
了。但当天晚上 8时左右，当他
听到小区业主家中着火的消息
后，三进火场灭火。

当晚 8时左右，吕延义刚和
同事吃完散伙饭。物业公司副主
任接到求救电话，说 A 幢 24 楼
着火了。大家就马上赶去救火。
当时，吕延义往A幢跑，第一个
冲到火灾现场，物业公司副主任
带着几名保安疏散住户。

赶到 24 楼后，吕延义立马

拎起楼道口的两个灭火器，冲进业
主家。当时业主吓得不知所措。吕
延义把业主推到一边，钻进浓烟
里，拿着灭火器奋力喷射。

两个灭火器喷完后，火势并没
有减小，他又马上跑到楼道口拎来
另两个灭火器，继续朝厨房喷射。
看到厨房中还有明火在燃烧，吕延
义第三次跑到楼道口，又拎来两个
灭火器冲进了厨房。

此时，消防队员赶到了，吕延
义整个脸已经被熏得乌黑，头发也
焦了。躲在墙角的业主终于缓过神
来，拉着吕延义不停地说谢谢。当
得知眼前这个“黑人”是已离职的
物业公司的保安后，业主更是感动
不已。

面对采访，吕延义显得很羞
涩。他说：“我在这个小区工作了
8年，虽然离职了，但看见业主出
事，就不能袖手旁观。”

听说业主家着火

已离职的保安三进火场灭火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罗秋玲 吴天云）“宁波对垃
圾分类真重视，我第一次签这么
特殊的合同。”昨天，租户李波
和江北甬江湾头社区一家中介公
司签订租房合同时，如此感慨。
记者看到，李波签的这份合同上
面清楚地写着——乙方需在租房
期间做好垃圾分类，如不遵守，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出租房
屋。据了解，湾头社区用租房合
同约束租户推行“垃圾分类”，
这在全市尚属首例。

湾头社区是一个拆迁安置小
区，现有租户 700余户，商户近
30 家，如何提醒租户、商户做
好垃圾分类，一直是社区垃圾分
类工作的一道难题。湾头社区党
委书记李丽表示，为了解决这一
难点，社区决定“放大招”。

6月30日，湾头社区召集小区
第三方管理机构、中介公司，共同
拟定一份全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将

“垃圾分类”写入合同，要求租户（乙
方）必须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否
则甲方有权解除该房屋租赁合同。
而针对商户，合同内规定，商户

（乙方）在租赁期间必须按规定执行
垃圾分类，如商户拒不执行，甲方
有权对商户处以每次50元至200元
的处罚，从保证金中扣除。

据悉，湾头社区自 7 月初开
始，正式施行这一新举措，在租
户、商户签订租房合同时加入垃圾
分类条款，针对老租户、老商户则
采取上门宣传的形式，更新租房合
同。李丽告诉记者：“以签约的方
式，用契约精神让租户、商户重视
垃圾分类，希望可以在源头上真正
落实垃圾分类。”

江北湾头社区

垃圾分类写入租房合同
租户违约将被收回租权

殷莲芬

慈溪一男子勇救落水妇女
不留名，被救者苦寻 4月终见
面，这是一个暖新闻。一方面
助人方“施恩不图报”，一方
面受助方“知恩必报”，都是
高尚的思想和行为。

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这也是延续数千年
的传统价值观。被救者向救人
者表示感谢和报恩，并不是见
义勇为的标配和必然要求。但
通过寻找，找到好人，表达自
己的感激之情，把好人“亮”
出来，传递出的是满满的正能
量，可以驱散一些人心中的冷
漠和隔阂，唤醒人们心中的见
义勇为精神，增加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也会让不求回报的救人
者的心里感到温暖，让更多的人
知道做好事是会被人牢记的，让
社会更温暖，从而吸引更多的人
见义勇为，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
援助之手，提升社会道德向上。

“好人好事”是道德范围的
事情，好的道德行为需要社会的
提倡和发扬光大。一个好人，可
以不要荣誉，不要回报。但一个
正义的社会、一个有良知的人，
不能不给好人应有的礼遇。赞美
好人，不只是赞美一个人，而是
赞美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感恩
好人，不仅仅是让好人有好报，
而是营造一种感恩他人、感恩社
会的氛围。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
邮箱1871684667@qq.com）

寻找恩人传递满满正能量

近日，见到自己苦苦寻找的救命恩人陈
长军，周巷镇潭河村村民陈小尔激动万分。
4 个月前她不慎落水，幸好被人及时救起。
当她想找救人者道谢时，却发现他早已默默
离开。（6月28日《宁波日报》民生版）

徐剑锋

《宁波日报》 民生版近日
报道了外来务工者“勇救落水
妇女”的新闻。像这样的见义
勇为善举，每时每刻都在宁波
大地上演，既传递着人间大
爱，也闪耀着人性从善如流的
光辉。

我们的社会并不冷漠无
情，也不缺少见义勇为的良
善，无论是突发事件面前，还
是危急紧要关头，总有市民义
薄云天，挺身而出，施以援
手，用善举善行托起社会道德
的天平，弘扬了扶正祛邪、助
人为乐的社会新风。

平民英雄，感动宁波。从报
道上看，陈长军勇救落水者，跳
河那一刻激起的是无数正能量的
浪花，夯实的是正义之基，凝聚
的是社会正气。

善良和爱心从来都在我们身
边，牵引“平凡义举”而感动我
们的那只“无形之手”，是伟大
的公民精神。见义勇为并不一定
非要跳河相救、拔刀相助，有时
也许只需要一句友情提醒、一次
手机摄录、一声当众喝止。我们
有理由相信，当见义勇为受到尊
重敬仰、蔚然成风之时，必能凝
聚共建平安、共促和谐的强大合
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
积极向上的道德风尚。

勇救落水妇女传递人间大爱

古林施家村，其中一个河埠头已安装好防护网，村民落水可靠它进行
自救。 （王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