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我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 5000
元。公司有宿舍，吃饭有餐补，每个
月可以存下一大笔钱寄给家里。”
在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的广博集团
车间内，42 岁的李桂花高兴地说起
了自己的现状。很难让人联想到，
这个乐观开朗、满脸喜气的她，
曾经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

记者了解到，去年 12 月，通
过两地人社部门共同开发的爱心
岗位，李桂花来到了宁波广博集
团，从事锁线机的工种。短短 3 个
月，她就从一个学徒做到了机长助
理，能够读懂指令，独立操作一台
机器。如今的她，还成了公司到贞
丰县招工的“宣传员”。

李桂花的身上，折射的是一
大批从对口扶贫地区前来我市就
业的建档立卡人员的现状。从曾
经的“出不来、没人来”到“踊
跃来、抢着来”，异地就业脱贫群
众正逐步从“就业安置脱贫”走
向“高质量稳定就业”。

来自市人力社保部门的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中旬，贵州
黔西南州、吉林延边州建档立卡
人员分别在甬就业 1577 和 157 人，
其中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分别为
980 和 83 人，完成国家年度指标的
217.8%和 166%，在甬建档立卡人员
大多从事生产制造业和普通服务
业，综合待遇普遍超 5000 元/月。

市人力社保部门的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推进东西部扶贫
劳务协作，全市人力社保部门构
建协同化工作机制，高标准推进
目标任务。今年以来，局主要领
导先后 5 次带队到两地考察对接，
其他层面互访往来 30 余次，推送岗
位 需 求 信 息 8 万 多 条 次 ，组 织 近
300 家宁波企业深入两地举办招聘
活动 37 场次，达成来甬就业协议
948 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员 845 人。
同时，结合黔西南州在甬务工人员
相对较多的实际，协调黔西南州人
社局组建成立黔西南州在甬务工
人 员 临 时 党 总 支 ， 强 化 党 建 引
领，发挥教育引导、脱贫示范的
引领作用。

在摸清在甬建档立卡人员存
量和增量的基础上，全市人力社
保部门实施一体化政策措施，动
真 格 提 高 待 遇 水 平 。 据 记 者 了
解，我市出台专门出台文件明确

两地建档立卡人员与本市户籍就
业困难人员同等享受单位吸纳社
保补贴、创业者社保补贴等各项
就业创业政策。同时通过政策引
导，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开发爱心岗
位，针对建档立卡人员特点，提供
诸多“不限性别、不限文化、不限技
能”的零门槛、辅助性岗位，且薪资
待遇从优并解决食宿。2018 年以
来，我市共开发爱心岗位 6123 个，
累计实现就业 1760 人次。

多元化的招聘方式、积极的
市场手段，帮助着更多的对口扶
贫地区群众对接优质甬企。记者
了解到，江北区推出每推荐 1 名建
档立卡人员就业给予 100 元职介补
贴政策，鼓励人力资源公司加大
工作力度；宁海县通过专业劳务
公司深入晴隆乡镇，成立就业扶
贫工作站，组织 200 余人来甬就
业；慈溪市、奉化区等地借助人
力资源机构力量在结对地区开发
就业岗位，并对来甬务工人员实
行统一管理。同时，我市利用传
统节日和农忙时节人员集中返乡
的有利时机，及时组织用人单位
上门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有效提
高了人员入场率和招聘成功率。
镇海区创新“以培代工”模式，
有效破解了部分建档立卡人员不

适应异地就业、返乡后又无业可
就的两难境况。

亲情化的留人环境，也让越
来越多的异地就业贫困群众可以

“留得下”。记者注意到，北仑区
等地推出夫妻岗、父子岗、兄弟
岗等“亲情岗位”，并提供“夫妻
宿舍”；奉化区菱创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还单独开设了建档立卡人
员流水线；海曙区等地还专门组
织建档立卡人员子女暑期来甬参
加“城际夏令营”“彩虹夏令营”
等活动；象山县金港汽车将建档
立卡人员家人接到宁波团聚过年。

从“出不来、没人来”到“踊跃来、抢着来”

就业扶贫路越走越顺畅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全市
人社系统将继续以冲锋姿态进一
步提高就业扶贫的“四率”：一
是全面加力提高指标完成率。在
及时完善建档立卡人员数据库的
基础上，对照目标任务，对表时
间进度，加强对各区县 （市） 的
针对性指导，拉长长板，补齐短
板，进一步提高考核指标完成
率，为扶贫攻坚全局做出新贡
献。二是精准发力提高招聘成功
率。在用足用好现有政策的同
时，积极协调相关资金，进一步
加大对用人单位外出招聘、委托
第三方机构代招、稳定就业等方
面的激励力度，加强宁波就业扶

贫政策宣传推介，优化提升供需
双方的积极性。三是倾情用力提
高人员在位率。充分借助两地驻
甬工作站、党组织和用人单位作
用，动态掌握在甬就业建档立卡
人员工作生活状况，及时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确保人员总体稳
定。四是多方聚力提高社会参与
率。给予就业扶贫基地更有力支
持，发动市内外企业和社会力
量，以市场化方式帮助两地更多
贫困人口实现就业。深入宣传扶
贫攻坚典型人、典型事，引导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吸引两地
更多建档立卡人员来甬就业脱
贫。

就业扶贫，如此展望
今年今年 99 月月，，我市在延边我市在延边

州组织的招聘吸引了大批当州组织的招聘吸引了大批当
地群众地群众。。

我市利用传统节日和农忙时节人员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我市利用传统节日和农忙时节人员集中返乡的有利时
机机，，及时组织用人单位上门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及时组织用人单位上门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图为今年年图为今年年
初初，，我市在黔西南举办的就业扶贫劳务协作专场我市在黔西南举办的就业扶贫劳务协作专场。。

（（宁波市人社局供图宁波市人社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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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桃源水厂及出厂管线工程-桃源水厂景

观绿化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
563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招标人为
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宁波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
管理分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鄞州区横街镇溪下水库库尾西侧，105 县道南侧
建设规模：水厂用地面积约 324 亩,构筑物面积为 26643 平方

米
项目总投资：175445 万元
招标控制价：23970486 元
计划工期：360 天
招标范围：景观铺装、绿化、景观灯、景观小品、排水及相关

配套工程等施工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配合总包单位达到“市级安全文明标化

工地”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企业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包括

园林绿化类，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2 投标的业绩要求：2016 年 7 月 1 日以来，完成过单项合

同金额达到招标控制价 60%（14382292 元）及以上的景观绿化工
程施工，完成时间以质量监督报告出具的时间或竣工验收备案
表（或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中的竣工时间为准，施工业绩根
据以下资料确认：①中标通知书、②施工合同、③竣工验收资料、
④可查询该业绩情况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效联系方式或公示网址
共四项资料确认，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该业绩不予认可。（如上
述资料不能体现项目实际造价或规模的，还需提供审计报告等
证明资料，最终以评标委员会讨论决定为准）。

3.1.3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2 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园林绿化工程类相关专业的工程

师及以上职称。
3.2.2 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

包或分期施工的除外）。拟派项目经理在系统中的未解锁项目，

视同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
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
工证明材料。

3.3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
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3.4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资格预审方法
4.1 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的有限数量制；
4.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入围 11 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时间

内（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申请人，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时

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资格审查会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投标
申请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
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申请人可
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
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装。

5.2 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宁波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

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796 号东航大厦 1911 室
联系人：陈文昌、吴瑾婷、周旭东
电话：0574-87284375
传真：0574-87680182

宁波市桃源水厂及出厂管线工程-桃源水厂景观绿化工程资格预审公告

陆 仁

食品安全、出行安全，校园安
全、社区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
全、网络安全……日常生活中，围
绕安全的话题无时不在、无处不
有。一起典型的安全事故、安全事
件，瞬间就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牵动各方神经。安全，对于各
行各业特别是涉及公共服务、公众
安危的领域而言，可谓如履薄冰、
不能有丝毫懈怠的永恒课题。

安全是一种“必需品”。“民以
安为本”，安全就像人的健康一
样，与每个行业、每个领域、每个
公民息息相关，须臾不可或缺。孩
子出门了，当家长的总是要习惯性
地叮嘱一声；各级领导干部下基
层、进企业，不论奔着什么主题去
的，安全问题总要苦口婆心强调一
番；很多重要的公众场所，有保障
安全的温馨提示；人的一生，不知
要接受多少关于安全的忠告。一个
安定、安全、安心的环境，是人们

“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最基本

的需求和期待。
安全是一份责任。安全责任，

重如泰山。它不是口上说说、纸上
写写、墙上挂挂的，更要落实在行
动上，体现于具体的举措上，成为
一种制度、习惯和文化。企业，有
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政府部
门，有严格监管的责任；公众，有
参与监督的责任。在安全面前，没
有人可以当旁观者。有人说，“安
全工作怎么抓都不为过”，我是赞
同这个观点的。安全问题，必须年
年讲、月月讲；安全责任，必须天
天抓、反复抓，要“重视重视再重
视，落实落实再落实”。

安全是一种能力。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安全不会从天而降，安
全的环境，是靠抓出来的、建出来
的、管出来的，关键要看愿不愿
抓、敢不敢抓、会不会抓。一个地
方、一个单位，安全环境好、基础
牢，“平安无事”，人们安居乐业，
说明其抓安全的能力就强。反之，
问题不断、事故频发，说明这个地
方在安全方面肯定存在薄弱环节，

从制度、能力、队伍建设等方面也
总能找出一些短板。

安全是一种担当。关于安全生
产，有一个著名的“海恩法则”：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次轻微事故和 300起未遂先兆以
及 1000 起事故隐患。可见，作为
事故链条中的每个环节、每个当事
者，都有可能成为阻断事故的“防
火墙”。因此，我们每个单位、每
个岗位应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担起属于自己的安全责
任，时时讲安全、重安全，敢于向
不安全的现象“叫板”，敢于对不
安全的行为“亮剑”。

安全也是一种效益。安全对于
企业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增加安
全投入就增加了成本，减少了收入
和利润；抓安全花的精力多了，会干
扰正常生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错
误的。事实证明，企业的效益来自安
全，企业的生存离不开安全。安全投
入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这种投入是
保证企业生产、获取正常收益的基
础。一家企业要想成为“百年老店”，

必须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无视安全的投入和企业主体责
任的落实，后果很可能是“血本无
归、倾家荡产”。某种意义上，安全也
是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安全还是一种幸福。有一首歌
写得好，“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
是我最大的心愿”。平平安安，是个
人、家庭幸福的基础。而失去安全的
保障，也就没有幸福可言。只有我们
每个人都安全了，才能让亲人省一
份牵挂、家庭多一份快乐。

平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根
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在人人期盼安全、呼唤安全的今
天，我们必须像敬畏生命一样敬畏
安全，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安全。
坚持以人为本、以安为要、从我做
起，我们的事业才能更加兴旺发
达，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稳更好。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木须虫

今后从事养老护理员职业又少
了一道门槛。近日人社部、民政部
联合颁布《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 （2019 年版）》，放宽了养
老护理员入职条件，如规定将从业
人员的“普通受教育程度”由“初
中毕业”调整为“无学历要求”

（10 月 17 日 《南方都市报》）。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

近 2.5 亿，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超
过 4000 万人，需要养老护理员约
为 1300 万人，而实际从业的只有
30 万人，供之于需在数字上甚至
可以忽略不计。如此语境下，可以
说养老护理业当前更突出的矛盾，
并不是如何规范从业，而是如何吸

引更多的人从业。
总体来说，养老护理还属于家

政服务业范畴，但与育婴、普通的
家庭保姆、家务性质的家政服务相
比，发展状况可谓冰火两重天。显
然，这并不是单纯行业规范的问
题，在市场自主的情况下，反映出
的是职业本身的比较劣势——收入
低、脏累、社会地位低。在充分可
选的情况下，养老护理行业通常是
最后的选择，从实际从业人员来
看，非机构的基本上是“50 后”

“60 后”人员，文化程度较低且没
有技术专长。

人们缺乏入行意愿，需要养老
护理的老人及家庭则往往面临有钱
也请不到护理人员的困局，这意味
着养老护理行业会遭遇职业门槛无

论怎么设都失效的尴尬，因为“有人
护理”都满足不了，“规范优质护理”
自然是空中楼阁。当然，不能因此否
认国家层面建立养老护理职业技能
标准的重要意义，也应当承认降低
技能认定门槛是务实之举。

在笔者看来，提高养老护理行
业吸引力比降低其从业门槛更务
实，这就要求加快完善养老社会化
的关联政策，促进养老护理行业的
快速发展。

提高养老护理服务的保障水
平。养老护理服务离不开真金白
银，一方面需要提高老年人及其子
女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应提高老
年人对护理服务的购买力，如完善
养老护理津贴、补贴及政府购买养
老服务的相关政策，引导和激励老

年人购买养老保险，通过政府兜底
与消费升级，让养老护理从业人员
能够获得与劳动服务相匹配的报
酬，提高职业的社会认同度，增强
人们的从业意愿。

把规范融于激励引导之中。制
定技能标准，根本的目的是引导从
业者参加培训、接受技能认定，提
高护理能力以及规范从业行为。但
在目前养老护理行业非充分竞争的
情况下，激励措施相当关键，应千
方百计降低职业能力养成的成本，
调动从业人员接受养老护理技能教
育的积极性。比如，扶持和鼓励职
业培训机构对有从业意愿者提供免
费或低收费服务；对取得技能证书
并从事护理服务者给予一定补贴
等。

养老护理行业发展关键在提高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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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脱贫攻坚是治国理政的生动实
践，更是初心使命的庄严兑现。国务
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近日再次明确
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国 95％左
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
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

脱贫攻坚战打响 6年来累计减
贫 8239万人，相当于德国的人口数
量。今年底还将再减贫超千万，中华
民族历史上未曾解决的“吃不饱、穿
不暖”问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奇迹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是党带领全体人民胼手胝足
的奋斗史。每一个贫困户的脱贫都
是系统工程，凝聚着扶贫干部和贫
困户的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和生
命，兑现着党中央的庄严承诺。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最后的
“5%”是关键。当前尚有主要集中在
深度贫困地区的1660万贫困人口未
脱贫。“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仍
有17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
现有贫困人口的12.5%，贫困发生率
8.2%。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
脱贫难度大，是难中之难、坚中之
坚，是脱贫攻坚“最后的堡垒”，直接

关系到脱贫攻坚战的质量和成效。
攻下5%的深度贫困堡垒要抓住

主要矛盾，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要摸清“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底数，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逐村逐户
查问题、补短板，确保脱贫质量；要坚
持现行脱贫标准，既不能吊高胃口，
也不能降低标准；同时保持政策的连
续性、稳定性，防止“翻烧饼”。

攻下 5%的深度贫困堡垒要有
产业支撑。有了产业才能不断引入
资金、技术、人才；有了产业贫困户
持续增收才有保障，脱贫基础才稳
固；有了产业才能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扶贫工作队。打造产业要因地制
宜，要稳扎稳打，要逐步从一村、一
县发展到嵌入区域产业链条。

攻下5%的深度贫困堡垒，预防
返贫和脱贫同样重要。要严把贫困退
出关，确保脱贫质量，严格执行贫困
人口和贫困县退出标准和程序，确保
脱贫成色真实，脱真贫、真脱贫。脱贫
之后要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
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四不摘”政策，让深度贫困地区贫困
群众在巩固基础上提高，在扎实提高
中巩固，逐步过渡到乡村振兴。

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
键阶段，要在“打法”上有所区别，更
要防止松懈、防止滑坡。进入冲刺阶
段，更须全力以赴。要确保频道不
换、靶心不偏，一鼓作气、顽强作战，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用100%的努力攻下最后5%深贫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