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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池瑞辉） 昨天，海曙区 14 名
教师结束了 6周的社区见习主任

“任职”，伴随他们归来的，是多
个社区的感谢信和点赞。

“台风来了，我们需要通宵
抗台，她说家里没事，留下来多
一分力量；永寿街区房屋处理需
要排摸，她顶着太阳和社工到一
个个墙门走访；垃圾分类桶边督
导，她陪我们加班……”昨天，
在一封送到海曙区教育局的感谢
信里，文昌社区细数了挂职干部
杨晓红的桩桩“小事”。

今年暑期，海曙区教育局首
次选派 14 名教师到社区跟岗锻
炼，学习掌握处理社区复杂矛盾
和问题的方法。了解社情民意、
助推中心工作和破解实际难题，
是这些“跨界社工”的主要任

务。
跟岗锻炼 40 多天，这些“跨

界社工”边学边干，切身体验了社
工日常工作的强度和难度。“从老
小区停车难、空调漏水、电动自行
车违规充电、上门服务独居高龄老
人、青少年暑期社区实践，到垃圾
分类推广、电梯安装、拆迁安置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桩桩都离不开社
工的操心奔波。”气象路幼儿园副
园长梅煜琛这些天跟着社区书记跑
遍了社区楼道，“只有跑到群众中
去，才能真正发现群众的难处，才
能真正解难。”

挂职前，来自市实验学校的干
海琳多少还有些教师本位思想，觉
得社会给一线教师的舆论压力过
大。6周后，她开始思考如何借鉴
社工的方式方法，改进教育管理与
服务。

“多数教师是毕业出校门，工
作进校门，生活工作环境相对单
一。到社区一线挂职可以让优秀教
师在社会大课堂中砥砺品格，在基
层的大舞台中锤炼本领。明年，这
样的‘跨界’还将延续。”海曙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向基层取经 在一线炼心

教师“跨界”任社区见习主任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张立 华家宁） 超强台风“利
奇马”过境，周边农田被淹，积
水最深时过膝，而海曙区坐拥上
千亩土地的天胜四不用农场却是

“零受淹”。
农场里，纵横交错地分布着

一条条上宽下窄的沟渠和一个个
泵站。“前几天，排水系统昼夜
不停地运转，就是得益于这些沟
渠、泵站，雨水快速汇拢又快速

排出，农场未遭受水淹，没有停
产，也没有造成大损失。”农场
负责人朱升海告诉记者，“台风
登陆后，外面的积水一度深可过
膝，我们的农场能做到不让大水
涌入，实在不容易。”

原来，2013 年“菲特”台风带
来的强降雨让农场遭受了 1000
万元的经济损失。痛定思痛，朱升
海开始着手为农场打造排水系
统。首先，在农场正面修筑一道高

高的土坝，将农场与邻近河道隔开，
使河道水位上涨对农田排水的不利
影响降到最低。然后重新改造原有
的细窄土渠，不但大大增加其宽度、
深度，而且全部更换两侧的板材。为
更好地排水，还在彼此间留出数厘
米的空隙。另外，有水位感应装置的
水泵，能根据渠内水位高低自动决
定开放或者关闭。

朱升海并不满足于将水一排了
事。“通过农场内的引水渠，水先流

入蔬菜区进行灌溉，再流经养鸭的
水禽区和养鸡区域，含有鸡鸭粪便
的水最后进入鱼塘，成为鱼的饲
料。”他说，鱼类本身有净化功能，鱼
塘的水经过滤池净化后，可重新用
来灌溉，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
使遭遇一个月不下雨的恶劣天气，
通过系统依然能保证农作物供水。

朱升海说，农业生产经过规模
化、产业化、智能化运作，可以打
破“靠天吃饭”的困局。

自行打造的排水系统显成效

台风期间，海曙一农场“零受淹”

图为农场修筑的土坝。 （张立 摄） 农场打造的排水系统。 （张立 摄）

本报讯（通讯员叶鑫瑶 记
者徐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张落
雁）“‘利奇马’虽是近年来最
厉害的台风，却是对我们工厂影
响最小的一次。”昨日，刚刚经
过超强台风“洗礼”的宁波瑞孚
工业集团负责人在朋友圈感慨
道。

瑞孚所在的江北工业区C区
的道路建成时间较早，地势较
低，原先架设的管网口径小，收

集雨水速度缓慢，因此一下大
雨，道路周边的厂区常常会发生
内涝。

近年来，江北工业区先后实
施了多个防汛工程建设，对主要
河道实施了疏浚整治，并分批对
广元路、开元路、长兴路、金山
路等C区几条主要道路进行改造
提升，对雨污水管网进行改造。

“利奇马”台风来袭期间，
面对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且

集中、地表水分饱和难以吸渗等
“考题”，江北工业区C区排水防涝
系统整体排水顺畅，道路积水排除
及时，交出了比较理想的“成绩
单”。“C区大部分路段没有出现积
水，仅在个别路段和路口出现小范
围积水。10 日晚上，路面已无明
显积水。”江北工业区管委会规划
建设部副经理潘杰向记者介绍，C
区数百家企业无一出现明显损失。

“自从道路改造和管网提升

后，我们厂区应对暴雨和台风天气
轻松多了。”宁波华翔汽车技术中
心厂区主任束华伟告诉记者，“利
奇马”来临前，我们提前检修强排
设备，在各个易积水处码好了沙
袋。“10 日清晨 5 时，厂区部分地
方开始出现积水，但并不严重，上
午 10 时左右积水就缓慢退去，下
午 1时基本没有积水了。整个过程
中没有用到强排设备，沙袋也没用
上。”

江北工业区C区排水防涝系统经受住考验

数百家企业无一出现明显损失

昨天，海曙区妇联举行“小
海狸”暑期亲子夏令营活动，

“最美家庭”、“书香家庭”、外派
挂职干部家庭、“小候鸟”家
庭、“月亮妈妈”家庭等 50户家
庭参加。孩子们参加了亲子阅读
主题分享和亲子嘉年华职业体验
活动。

图为孩子们在制作手工粘贴
画。

（胡建华 欧阳媛斐 摄）

暑期亲子乐

本报讯（记者张昊） 近日上
午，北仑区小港街道新棉村文化
礼堂里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孩子
们的乐园。由团市委、市少工委
主办的“情暖童心、关爱成长”
2019 红领巾公益课堂暨宁波市
青少年宫流动少年宫走进北仑新
棉村公益专场活动在此举行，通
过寓教于乐的主题体验项目，把
爱与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
心间。

新棉村紧邻几大工业园区，
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来此创业就
业，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
范区 （单位）。

保龄球、切水果、虚拟现实
等体感游戏，化身侦探柯南寻找
两张图片中的不同，在规定时间
内算出 24 点，现场体验垃圾分
类道具……14 个主题体验项目

以“闯关”形式进行，通过知识竞
赛、历史问答、角色模拟等形式，
寓教于乐，同时普及垃圾分类、交
通安全等知识，让近百名孩子在活
动中体验动手与动脑、合作与交往
的快乐。

新棉村的苗族学生黄兰兰说，
这次活动非常新颖，学到了很多新
知识，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多一
些。

据悉，多年来团市委、市少工
委、市青少年宫 （市志愿者服务指
导中心） 在暑假通过送课入校形
式，将优质公益体验项目送到我市
各地文化礼堂，截至目前，已成功
推出 770场活动，为数十万名青少
年带去了快乐，成为宁波校外教育
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
活动积极搭建政府、爱心企事业单
位之间的沟通桥梁，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建立公益关爱服务的长效机
制，进一步丰富乡村文化礼堂的精
神内涵。

少年宫“搬”进村文化礼堂
为青少年编织“多彩暑假”

相约“甬礼堂”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秦羽）“高新区管委会帮助协
调后，不到两个月企业就顺利拿
到了土地。20 多天后，我们就
把IPO申报材料报至证监会，目
前材料已被顺利受理。”回想起
前段时间准备IPO申报材料时的
紧张情形，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明还历历
在目。

记者了解到，“三服务”活
动开展以来，宁波高新区以切实
解决问题为导向，下基层、进企
业、问民生，通过领导联系走
访、重点部门建立工作小组、街
道专业园分级管理、处级干部结
对帮扶等形式，深入一线摸实
情、破难题、谋发展。

半年来，11 名管委会领导精
准服务11家重点企业、22家瞪羚
企业、11个重点项目，158名处级
干部精准对接走访 474 家企业，

收集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 110 个，
企业问题解决率达到了86%。

高效的关键就在于深度聚焦企
业 发 展 和 项 目 推 进 中 的 关 键

“点”。“与思进智能不同，对于更
多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来说，如何在
现有的产业、科技扶持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用足、用活、用好各类政
策扶持，就是那个关键‘点’。”高
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培育周期
长、认定要求严、申报成本高、申
报材料多。针对这一情况，高新区
在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联动机
制、提高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补助、
建立培育储备梯队的同时，创新
服务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
机构辅助开展辅导工作。统计显
示，今年上半年，高新区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申报首次突破 100 家，
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认定申报数居
全市首位。

高新区服务下沉不负“企”望
上半年收集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110个，
企业问题解决率达86%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向娴华） 昨天，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公布了 2019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简称“国家优青”） 评审结
果，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
院葛楚天教授的“龟鳖类性别决
定和分化的调控机制”项目获资

助，获助经费130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项目评审竞争非常激烈，旨在支
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
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
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
快速成长，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形成有效衔接。

万里学院一项目
获“国家优青”项目资助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陈利群 瓷任社）“原以为办妥这
件事要跑好几天，没想到这么快就
完成了！”近日，在慈溪市社保办
事大厅，一家企业的人事部负责人
在收到员工工伤认定书后感叹道。
日前，慈溪在我市率先推出“工伤

认定快速办”，以前最快需要 10天
才能办好的工伤认定，如今半小时
内便可完成。

刘纯是慈溪“工伤认定快速
办”的首名受益者。日前，他在工
作时不慎被扇叶割伤左手，后经医
生诊断为左手拇指骨折。当天 9时

21 分，刘纯与公司人员一起来到
社保办事大厅办理工伤认定申报登
记。工伤受理窗口办事员完成初审
后，将申报材料移交至后台。工伤
值班组长审核材料后进行受理认
定，现场签发《工伤认定受理决定
书》，同步跟进工伤事故调查核

实。“9 时 50 分，办事员将 《工伤
认定决定书》交给我们，整个过程
不到半小时。”刘纯说。

在工伤认定环节中，慈溪人
社 部 门 把 “ 企 业 举 证 制 ” 改 为

“企业承诺制”，只要符合快速认
定条件的工伤案件，认定时间由
原来最快 10 天提速到当天申报受
理、认定、签发、送达。目前，
慈溪已选取 509 家单位试点“工
伤认定快速办”，涵盖各镇 （街
道） 生产安全措施完善且工伤预
防工作落实规范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

慈溪推出“工伤认定快速办”
申报办理最快半小时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