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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

暂行规定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0〕58号）⋯⋯⋯⋯⋯⋯⋯⋯⋯⋯⋯⋯⋯⋯⋯⋯ （3）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

办法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0〕59号）⋯⋯⋯⋯⋯⋯⋯⋯⋯⋯⋯⋯⋯⋯⋯⋯ （8）

部门文件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行政审批

告知承诺办法的通知

（甬文广旅〔2020〕23号）⋯⋯⋯⋯⋯⋯⋯⋯⋯⋯⋯⋯⋯⋯⋯⋯（13）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抢救性考

古项目合作单位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文广旅〔2020〕34号）⋯⋯⋯⋯⋯⋯⋯⋯⋯⋯⋯⋯⋯⋯⋯⋯（15）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局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

结果的通知

（甬人社发〔2020〕39号）⋯⋯⋯⋯⋯⋯⋯⋯⋯⋯⋯⋯⋯⋯⋯⋯（17）

因轨道五号线民安路站和曹柳区间施工需要，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
有关规定，决定对海晏南路 （兴宁东路-宜兴路） 和
民安东路 （和源路-海晏北路） 实施如下交通管制：

一、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 日，0:
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辆在海晏南路 （兴宁东
路-宜兴路段） 上通行，受限车辆可通过世纪大道、
福庆南路、后殷路绕行。

二、自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辆在民安东路 （和源路-
海晏北路） 上通行，受限车辆可通过民安东路-江澄
北路-会展路绕行。

三、公交绕行方案
民安路站：
因民安东路 （江澄北路至海晏北路段） 封闭施

工，禁止车辆通行。为确保公交线路正常运营，8 路
等 10 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运营。具体如下：

1、8 路往公交庆丰桥站方向、810 路往海晏北路
方向、168 路往鄞州行政服务中心 （明州医院北） 方
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会展路海晏北路口后单向改走会
展路、江澄北路，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
营。

（二） 撤销海晏北路、部分民安东路走向及会展
中心南大门站。

（三） 增设：会展中心西站。
2、517 路往公交姚江站方向、521 路往公交汉塘

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海晏北路会展路口后单向改走

会展路、江澄北路，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线
运营。

（二） 撤销部分海晏北路、部分民安东路走向及
会展中心南大门站。

（三） 增设：会展中心西站。
3、17 路、351 路、356 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往东方向即 17 路、356 路往会展
路芳草路口方向、351 路往招宝山方向，民安东路江
澄北路口后改走江澄北路、宁东路，宁东路海晏北路
口后恢复原线运营；往西方向即 17 路往锦江年华方
向、356 路往公交新典路站方向、351 路往公交甬港新
村站方向，会展路海晏北路口后改走会展路、江澄北
路，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 往东方向撤销部分民安东路、海晏北路走
向及会展中心南大门、国际金融中心站；往西方向撤
销海晏北路、部分民安东路走向及会展中心南大门
站。

（三） 往东方向增设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国际
航运中心站；往西方向增设会展中心西站。

4、21 路往公交会展路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民安东路江澄北路口后单向改

走江澄北路、宁东路，宁东路海晏北路口后恢复原线
运营。

（二） 撤销部分民安东路、海晏北路走向及会展
中心南大门、国际金融中心站。

（三） 增设：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国际航运中

心站。
5、970 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河清北路宁东路口后改走宁东
路、世纪大道，世纪大道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
营。

（二） 增设：海港花园、国际航运中心站。
（三） 撤销部分河清北路 （南往北）、会展路 （东

往西）、海晏北路 （北往南）、民安路及河清北路宁东
路口 （往常青藤小城方向）、会展路河清北路口 （往
常青藤小城方向）、会展中心南大门站。

曹柳区间：
因海晏南路 （兴宁东路至宜兴路段） 封道施工南

往北禁止车辆通行。为确保公交线路正常运营，34 路
等 9 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运营，具体如下：

1、34 路：浙大软件学院至公交海创社区站公交
线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往公交海创社区站方向江澄南
路兴宁东路口后改走兴宁东路、后殷路、环城南路、
海晏南路，海晏南路宜兴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往浙
大软件学院方向宜兴路海晏南路口后改走海晏南路、
环城南路、后殷路、兴宁东路，兴宁东路海晏南路口
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 撤销部分兴宁东路↓、沧海路↓、环城南
路↓、凤起北路↓、潘火路↓、部分海晏南路↑走向
及市巡特警支队↓、星河晨光↓、新佳苑↓、公交红
星美凯龙站↓站。

（三） 双向增设：市人力资源大厦↓、市中级人
民法院 （后殷北）、后殷、宜家家居↓站。

2、117-1 路：任新村至公交福明站；129 路：鄞
州行政服务中心 （明州医院北） 至公交张家瀛站；
150 路：鄞州行政服务中心 （明州医院北） 至公交梅
墟新城站；133 路：馨悦家园至公交梅墟新城站；136
路：公交薛家站至公交东环南路站；907 路：湖心景
区至汽车东站；60 路：公交宜家站至洋山岙公交线路
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宜兴路海晏南路口后改走海晏
南路、环城南路、后殷路，后殷路兴宁东路口后恢复
原线运营。

（二） 增设站点：后殷站。
（三） 撤销海晏南路、部分兴宁东路走向及市中

级人民法院 （后殷北） 站。
3、908 路：公交宜家站至育才家园西公交线路单

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宜兴路海晏南路口后临时改走

海晏南路、环城南路、后殷路、兴宁东路，兴宁东路
海晏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 增设站点：后殷、市中级人民法院 （后殷
北） 站。

（三） 撤销海晏南路走向。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

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2020年10月29日

关于轨道五号线民安路站和曹柳区间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0年第112号）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 http:
//nbbl.zjzwfw.gov.cn/col/col1460357/index.html； 查 阅
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报告
编制单位，同时企业 （北仑区台塑工业园区内） 安环
部现场放置纸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 见 http://nbbl.zjzwfw.gov.cn/col/col1460357/in-

dex.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通过
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建设单位：台化兴业 （宁波） 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工 联系电话：0574-86028905
电子邮箱：gjz19920829@126.com
环评单位：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欧工 联系电话：0574-55000359
电子邮箱：oubo@rxhky.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

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台化兴业苯酚厂
AMS纯化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为保障海曙区 5 座桥梁荷载检测的顺利实施，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
有关规定，决定对这 5 座桥进行夜间分时段临时性封
闭，具体安排如下：

一、2020 年 11 月 4 日 23:00-次日 1:00，封闭万金
路 （鄞州大道以南段） 南往北方向车道，受限车辆可
通过黄隘村绕行。

二、2020 年 11 月 5 日凌晨 1:00-2:30，封闭雅源北
路 （鄞县大道-环江西路） 北往南方向车道，受限车
辆可通过雅戈尔大道绕行。

三、2020 年 11 月 5 日凌晨 2:30-4:00，封闭雅源北
路 （环江西路-雅戈尔大道） 双向车道，受限车辆可
通过雅戈尔大道-鄞县大道-雅源北路绕行。

四 、 2020 年 11 月 6 日 23:00-次 日 1:00， 南 苑 街
（鄞奉路-粮丰街） 双向车道，受限车辆可通过鄞奉
路-新典路-粮丰街绕行。

五、2020 年 11 月 7 日凌晨 1:00-2:30，封闭白杨街
（苍松路-万安路） 双向车道，受限车辆可通过白杨
街-中山路-苍松路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
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确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0年10月29日

关于海曙区五座桥桥梁检测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0年第113号）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公众可在 https://www.nbhd.biz/sy 查阅报告
书和下载公众意见表，或在建设单位处查阅。2、征
求 意 见 的 公 众 范 围 ： 工 程 周 边 居 民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3、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联系方式：慈溪
市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一路 69
号 ， 王 工 ， 56330821， wangt@nbhd.biz。 4、 起 止 时
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慈溪市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通航大道（兴慈七路—兴慈四路）市政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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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黄明朗

日前，由宁波大学发起，孔浦街
道发动爱心企业和热心居民参与的

“一元钱随手公益”项目，为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塄干小学送
去 965本爱心书籍。此前，该项目组
还为山区孩子募集千余册图书、150
余件御寒衣物和价值 10 万余元的
爱心包裹。

近来，各地以各种方式推出“一
元公益”：鄞州区鲍家耷社区创办

“一元裁缝铺”，1 元钱即可享受改
衣裤、织补毛衣破洞、修理拉链等服
务；武汉老人徐耀清，其售卖的豆腐
脑量大实惠，坚持一元一碗多年，顾
客劝他涨价甚至替他做好调价招
牌，但老人不为所动；温州洞头镇办
起 20 余家老年食堂，开展“一元用
餐”服务，年满80岁的老人花1元钱
便可享用中餐和晚餐；建德市梅塘
村“一元村医”吴光潮，村民不管看
什么病，包括诊疗费、药费、输液费、
针灸费、包扎费等，只要一元钱，这
个“规矩”坚守了36年……

如今一元钱能做什么？每个有

生活体验的人心里都有数，看病只
要一元钱，无异是一种“奢望”。村医
吴光潮之所以把“不可能”变成活生
生的现实，除了政府补助，他每年得
自掏腰包几千元，还经常上山采草
药，免费分发给困难村民。同样，裁
缝铺、豆腐脑、老人用餐等“一元项
目”，无不是甘于奉献、凝聚人间大
爱的善举，闪耀着仁义、情义和道义
的光辉。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
子，人也一样。不同的人干同样的
事，结果往往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截
然相反。比如便民，河南某县有机构
打着“服务”幌子，动用粗暴手段逼
迫车主安装 ETC，引起用户不满；
比如经商，象山上吴村有家小龙虾
店，使用“作弊秤”；比如敬老，四川
达州一养老中心，利用“政府服务”
噱头糊弄老人，替老人洗脚，不到 5
秒钟就告结束……

泾渭分明的案例，直观鲜明地
反映出两种义利观。在义与利发生
矛盾时的倚重取舍，能充分体现一
个人的道德品性、觉悟境界。那些缺
斤少两、坑蒙拐骗的商家，装模作

样、口惠实不至的服务人员……多
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令人愤慨！

古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
为乱世”。重义轻利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当然，强调重义轻
利并非简单扬义抑利，正当的利对
人心人性有着重要影响力，是人类
发展的一种需要。不过，“利者,义之
和也”，要得到利益,就要讲求其与
道义的统一。怎样求得义与利的有
机统一呢？不妨列举我市不久前发
生的两件事。

一件，慈城镇山东村村民徐惠
明，作为邻居悉心照顾独居老人苏美
云30年，老人去世，老徐按当地习俗
为她购置坟地、操办后事。老人去世
一年后，其生前宅基地拆迁可得百万
元拆迁款，法院判定老徐可以继承老
人一半遗产。老徐几十年如一日照顾
邻居老人，用尊敬长者、关爱弱者的
义举，诠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传统美德，主观意识是付出而非索
取。法院判定他得到“意外之财”，演
绎了一段“好人得好报”的佳话。

另一件，鄞州区东柳街道“小柏

家护”，主要为住院患者和居家失
能、半失能、失智、康复人群提供不
同护理，最低收费从120元/天到160
元/天不等，应该说资费不菲，但因契
合智慧养老服务方向，目前受理业务
1700多单，被工信部、民政部等确定
为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该企业在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同时，追
求合理的商业利润，并用所获利润加
大投入，提高养老智慧化程度，聘请
较高质量的服务人员，雇主还能像点
外卖一样点服务。这家企业的做法属
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利于企
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得到雇主认同、
舆论支持、政府嘉许。

每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可
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制
约，如何对待义与利，是每个人绕不
开的话题。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义利
观，无论大事小情，遇到公与私、义与
利等关系时，应该正确取舍。

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朱晨凯

最近，“打工人”这个词刷爆了各
大社交平台，近一周来持续占据微博
热搜榜。一时间，不同行业、不同收入
水平的工薪收入者，纷纷在网上用起
了“打工人”这个共同的自称。

啥是“打工人”？从字面理解不
难，意指“受雇于人”，按一定规则获
取薪酬者。如果往前推一推，会发现

“打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像褒
义词，公众总带着某种情绪和偏见，
认为只有不稳定、低收入的工作才
叫“打工”，有编制、高收入的人群常
常不认为自己是“打工人”。

如今，“打工人”的称呼，更多是
劳动者的一种自封。无论是在工地
搬砖的工人，还是坐办公室的白领，
或是中层领导、创业者，都可以自称
为“打工人”。不论是实事求是还是
谦虚抑或自我调侃，“打工人”这个
称呼打破了阶层和职业区隔，具有
很大的普适性，能够引发劳动者的
情感共鸣。

这是“打工人”会火的原因之
一：戳中了公众的“痛点”，形成了广

泛的身份认同。相较于过去的“打工
仔”“农民工”等称谓，“打工人”着眼
于“人”，更具平等意味，也更平和与
理性一些。“打工人”火了，一定程度
上说明，少了偏见与鄙视，平等的职
业观念正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当
然，也反映出人们普遍的职业焦虑
与职业迷茫。比如“不干活，就没饭
吃，中午好，打工人”“打工累吗？累，
但我不能哭。因为骑电动自行车的
时候擦眼泪不安全”……这些段子

笑中带泪，描绘出职场高压下的现
实样貌。生活重担无法回避，但“打
工人”在网络中吐槽玩梗“抱团取
暖”，成了对抗现实压力、寻找情感
依托的纾解之道。

除了情感共鸣，“打工人”火的
原因，还有面对困难不放弃的态度
认同。比如“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
是人上人！”“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
勇敢的打工人！”“世界上只有一种
英雄主义，便是注视过生活的真面
目后，依然热爱它”……这些“打工
人”语录，看似“自嘲”，但从中不难
读出“打工人”对生活的热爱——不
放弃对梦想的追求，纵然遇到迷茫
和纠结，也能坦然面对，用实干赢取
未来。

工薪收入者是劳动人口的绝对
主体，也是社会运转的中流砥柱，而
流行词里，往往隐藏着年轻人的思
考。面对“打工人”的流行，除了给他
们加油鼓劲，还应了解“打工人”到
底需要怎样的保障与支持，从而为
他们多解决一点实际问题，切实提
高“打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打工人”为啥会火

苑广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
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
的100个职业排行。其中，营销员、保
洁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品服务
员、家政服务员、客服人员、房地产经
纪人、快递员、车工等位于“最缺工”
职业前10位（10月26日新华社）。

2020 年 第 三 季 度 全 国“ 最 缺
工”的 100个职业排行，是由人社部
组织 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收集汇总三季度人力资
源市场有关招聘、求职需求信息形
成的，可信度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看
这个排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
考，那就是按照常理来说，“最缺工”
的职业应该最容易找工作，那么人
才和劳动力应该往这些行业自然流
动才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出现这种
情况呢？

实际上，不仅是今年第三季度，
就是前两个季度，甚至说最近几年，
全国“最缺工”的 100个职业变动不
是很大，最多也就是出现一些“微
调”。这说明，这些职业和行业并没有
因为缺人而工作更容易找，然后会有
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在笔者看来，这
深刻折射了当代人在求职时的意愿，
以及劳动结构乃至经济结构的变化。

毋庸讳言，10 大“最缺工”职业
有很多共同特点，包括技术含量低，
但是对体力要求比较高；工作强度

比较大，时间比较长，往往难以做到
“朝九晚五”，也很难享受周末双休；
工作不稳定，同时也意味着福利待
遇不稳定，等等。

所有这些，以现实、世俗的眼光
来看，就把这些职业划归“低端”职业
当中去了。尽管我们总是强调劳动不
分贵贱，但是每个人更愿意从事体
面、轻松、工资高、福利待遇好的职
业，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当然是无可
厚非的，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人类社
会得以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这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职业长期
处于“最缺工”排行榜前列了。

在人才和劳动力数量总体不变
的情况下，更多人愿意也有能力去更
加高端的行业就业，这当然是一件好
事。但是一些“低端”职业一直处于缺
人的状态，显然也不行。这种时候，除
了依靠市场的力量，通过提高这些行
业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劳动保障
等来吸引劳动力进入之外，更重要的
一点，就是提高这些行业的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以替代人力，节省成本。

很多行业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
积极的步伐，比如保洁机器人越来
越多，解放了很多人力；比如送菜机
器人甚至炒菜机器人也大量出现，
顶替了很多餐厅服务员和厨师。未
来以机器代替人力，从事更多重复
性、机械性劳动，是一种必然的趋
势，到那个时候，所谓“最缺工”职业
排行，可能就要出现大的变动了。

如何让全国“最缺工”
职业不那么“缺人”

“ 盗 ”脸 王成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