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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春天，在杭州湾新区的
众汽佳苑社区，花团锦簇，绿化满
园，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来自江苏盐城的沈君君一家三
口已在这个社区居住了 4 年，租来
的一套 55 平方米的房子，就是他
们温馨的家。

和一般的社区不同，众汽佳苑
于 2014 年 投 入 使 用 ， 只 租 不 售 ，
总投资 3.4 亿元，主要为上汽大众
和附近一些企业的员工提供生活配
套，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其中
商铺面积 1.2 万平方米，有公寓类
房 1465 套。社区内商业业态和公
共业态布局合理，配有警务站、医
疗室、城市管理站、工会办公室等
公共服务管理单位。

“ 不 买 房 ， 同 样 可 以 安 居 乐
业！我和丈夫在杭州湾新区相识并
成家。2017 年，我们租住到这个
社区，每个月租金 1100 元，丈夫
所在企业还有相应补贴。虽然只有
一室一厅，但房内基本生活设施一

应俱全，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
求，而且很温馨。”沈君君笑谈，
小区楼下有小超市，买菜很方便；
家电需要维修，物业很快就能上门
服务。4 年住下来，这里的居住条
件和环境超出预期。正是因为这个
原因，小区里现在是一房难求，要
租房还得排队。

如今，夫妻俩已经有了一个两
周岁的儿子。为了带孩子，也考虑
到要二孩，在丈夫的坚持下，沈君
君选择辞掉工作在家做全职太太。
她介绍，小区隔壁就有公立的幼儿
园和小学，接送很方便。更重要的
是，由于小区安防措施到位、物业
管理规范，孩子在小区里玩很安
全。

“我们的第二个宝宝就要出生
了，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已有身
孕的沈君君满脸洋溢着幸福。

丈夫盛月文来自安徽，是一家
汽车配件公司的工程师，主要从事
售后服务。他坦言，目前年收入
10 万元左右，养活一家三口没有
问题。等孩子大一点，妻子可以去
上班，收入还会增加。

“我来宁波后，一直在杭州湾
新区打拼，亲眼见证了这片热土一
步步发展起来，越来越繁荣。我看
好这里，打算在这里长期发展！只
要坚持奋斗，未来，我们肯定会有
属于自己的房子，生活会越来越美
好！”盛月文对未来充满信心。

据介绍，杭州湾新区目前已经
建成了众汽佳苑、大众广场一期、
海慧园等 5 个租赁社区，建成投用
的宿舍公寓有 6000 余套，整体出

租率 80%左右，已入住产业工人和
各类人才 1 万多人。同时，新区规
划建设的租赁社区面积约 200 万平
方米，可供 12 万余人过渡居住。

“我们开发这些租赁社区，旨
在使年轻的产业人员产生强烈的归
属感，先安家，再置业，实现由

‘外来务工者’向‘本地新市民’
的转变，为新区集聚人才、留住人
才。”租赁社区的开发单位宁波海
创总经理王庆海表示。

不买房，同样可以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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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新区租赁社区一景。 （杨绪忠 张彩娜 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金鑫星 周佳贝） 昨天，“青年北
仑·立业之城”——2021 年宁波
市北仑区青年人才大型招聘会在青
年体育公园盛大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是 2021 年宁
波人才日北仑区首个专场活动，招
聘会吸引了海天、申洲、台塑、拓
普、吉利、中芯国际、海尔施等区
内 145 家企业参会，涵盖化工、汽
配、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材
料、纺织等多个行业，提供了机械
工程师、程序开发工程师、外贸业
务员、财务管理等岗位，其中面向
博士的高层次人才岗位 210 个，最
高年薪 100 万元。

据统计，本场招聘会吸引了来
自 市 内 外 4650 余 人 参 加 ， 其 中 ，
大学生 2558 人，18 周岁至 35 周岁
青年人才 3255 人，现场达成就业

意向总人数近 2900 人。现场同时
开设“青年北仑”、复工复产政策
咨询台和就业服务台，为求职者、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企业
和求职者精准对接，实现更高质量
就业。

记者了解到，自 2019 年北仑
区“青年北仑”战略实施以来，该
区人社局推出“青年北仑·立业之
城”全国引才活动，实施“十城百
校”引才计划。“本场招聘会旨在
满足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快速增长的
人才需求，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就业
创业，我们将为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和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建设提
供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支撑。”该
区人社局负责人介绍，两年多来，
北仑先后组织区内 1850 家次企业
走进全国 16 个省份、28 个城市、
130 所高校，成功引进大学生 3.4

万余人，成功打响“青年北仑”就
业品牌，加快了青年人才集聚，有
效推动“青年北仑”建设步伐。

针对北仑区内中小企业众多、
人才需求大的特点，该区人社局及
时构建人才引进“三张网”，化解
企业人才需求难题，赋能最佳就业
城市。

强化数字化建设，打造立体化
引才流量网。“慧就业”作为北仑
引进并孵化的“互联网+校园精准
视频就业”平台，目前已经与全
国 150 所 高 校 达 成 合 作 。 依 托 该
平台的技术资源和流量优势，该
区成功打造“青年北仑”人才对接
服务平台，预计全年可输送人才
4000 名。

构建人才“卫星城”，织密城
市资源服务网。在传统人才资源密
集型的大型中心城市对接基础上，

该区创新引才策略，优化引才线
路，实施“错位引才”方针，加大
周边中小卫星城市人才资源开发力
度，充分挖掘人才资源，释放就业
潜力。截至目前，该区对接卫星城
高校 35 所，签署合作协议 12 份，
建立引才合作基地 7 个，引进人才
1800 余名。

推行“包片助企”人才引进模
式，构建人力资源覆盖网。该区遴
选出一批诚信规范、实力雄厚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托机构自身资
源优势，落实“包片”区域，开发对接
人才资源，并与区内用工缺口较大
的企业，共同组建“人力资源助企服
务联盟”，协同推进解决企业“人才
引进难”问题。目前联盟已有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15 家、企业 95 家，每年
为北仑区内企业对接高校 30 余所，
引进人才 800 余名。

北仑推出210个高层次人才岗位
最高年薪100万元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见习记者 苟 雯
通讯员 叶 佳 蒋琴玲

“红葡萄宣讲团”，听着是不是
萌萌的？不过，这个名字和宣讲团
的成员间却有着不小的反差。

“作为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宣讲
团，我们主要是结合自身在部队工
作生活的经验，用生动的小故事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宣讲。”负责
人袁一航说。

作为一名曾经的武警上海市总
队的押运兵，他在服役期间参与了
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奥运奖牌押
运的安保任务。他从自身的经历延
伸开来，结合工作的经验，把自己
所要宣讲的内容讲得绘声绘色。

包括袁一航在内，“红葡萄宣
讲团”有 10 余名退役军人，他们
有的是市商贸集团的职工，有的则
是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经营户。在
他们的军旅生涯里，有的曾经在雅
鲁藏布江地区守护祖国的边疆，有
的曾作为海防军人守护着这一片蔚
蓝。

如今，作为宣讲团的成员，他
们在新的岗位上像一串“红葡萄”
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党史学习教育
奉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到“退伍
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 海 军 人 ， 海 军 魂 。 从 军 12
载，我走遍了祖国的万里海疆，经
受了无数考验，淬炼了钢铁般坚强
的意志和韧性。我把对祖国和海防
的军人担当，转化为退役后的国企
担当。海军是人民的海军，国企是
人民的国企，即使在不同的岗位，
也要担当起同样的责任。”上周在
市商贸集团举行的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会上，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场务部
经理朱长发作为“红葡萄宣讲团”
的一员参与了宣讲。

从 2000 年开始，市商贸集团
下属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共安置 9 批
次共 14 名退役军人。

据了解，“红葡萄宣讲团”接
下来将承担起党史宣讲的重要职
责，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和退伍经历
走进市场、企业和校园进行宣讲，
发挥更多正能量。

一串“红葡萄”凝聚老兵初心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徐丹妮）
前日，由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浙
江大学数字农业研究中心牵头起草
的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团体标准在慈溪市桥头镇发布。据
悉，这是我国首个数字乡村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将为我省数字乡村优
秀成果示范推广和优化改进提供指
导。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
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
要 内 容 。“ 如 何 有 效 整 合 现 有 经
验，构成明确方向性的技术内容，
为推进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提供指
导 ， 成 为 现 阶 段 亟 须 解 决 的 问
题。”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相关负
责人说，《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 吸纳省内乃至国内数字乡村
建设优秀经验，形成可操作性较强
的团体标准。

据悉，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
浙江大学数字农业研究中心联合数
字乡村试点村、学术机构等，通过
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制订政府引
导和市场驱动相结合的数字乡村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该指南不仅详细

介绍相关通用规则，数字乡村标准
体系建设所需基础设施、核心技
术、数据资源、应用场景，还对评
价改进机制进行细致说明。这一

“指导书”本月起将在全省乃至全
国农村、相关企业推广实施。

构建数字乡村建设蓝图，用数
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当天，数字
乡村产业发展联盟在慈溪揭牌。该
联盟由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和浙江
大学数字农业研究中心发起，联合
数字乡村领域相关企业、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组建。“我们将打造
高端智库，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
台，开展行业人才培养，创新数字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为数字乡村建
设提供示范和服务。”联盟秘书长
杜英森表示。

为加快数字“三农”建设，慈
溪市与数字乡村产业发展联盟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加强
数字乡村产学研合作，开展前沿研
究、标准研制等工作，联合攻关数
字乡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技术难
题，创建“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引
智平台，努力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慈
溪模式、慈溪样板。

全国首个数字乡村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在慈溪发布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通讯员金晓丽）
昨天，宁海县善义公益服务中心揭
牌仪式在宁海深甽镇龙宫村文化礼
堂举行。善义公益服务中心由龙宫
村乡贤陈能君出资发起，是宁海首
家民办非企业慈善组织。

善义公益服务中心于去年 11
月经宁海县民政局批准成立。该中
心成立以来，主要开展“助学扶
幼”“敬老爱老”“帮困济贫”“公

益服务”“育英奖学”等爱心慈善
项目，同时为龙宫村“古道维修”

“水源地保护”“文化研究”等村内
公益项目提供服务支持。到目前为
止，该中心参与志愿者及热心人士
已有 200 余人。

据了解，善义公益服务中心今
后将扩大公益活动范围，把慈善和
志愿服务活动延伸至深甽镇的 20
个行政村，为宁海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尽一份力。

宁海首家
民办非企业慈善组织揭牌

本报讯 （见习记者董惊鸿
通讯员沈家扬 沈毅） 春和景
明，竹笋怒长。季春时节的鹿亭
乡，随处是茂密的竹林。四五月
份正是竹笋生长的季节，昨天，
鹿亭乡首届笋文化节举行，中国
林学会在活动现场授予鹿亭乡

“中国笋干特色之乡”称号，并
授予中村村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称号。

据悉，本届笋文化节设置了
笋王争霸赛、笋王拍卖会、精品
百笋宴、中村村全景点打卡、中
村村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吸引
许多游客参与。

在笋王争霸赛中，中姚村选
送的一株重达 16.6 公斤、高约
1.5 米的巨型鲜笋脱颖而出，摘
得笋王桂冠。挖到笋王的中姚村
村民俞赵江告诉记者：“挖这么
大一株笋，我前前后后花了将近
3 个小时。”随后该笋以 18800 元
的价格被拍出，拍卖所得将全部
捐给鹿亭乡慈善分会。

中村村农合联林倩倩告诉记
者：“通过农户联合的方式，不
仅笋干的品质获得了提升，还使
笋干的单价有所上升，真正做到
惠及农户。”

近年来，鹿亭乡依托优美的
山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全域旅游，推动竹笋、番薯
粉丝、茶叶等传统产业及林下经
济转型升级。特别是鹿亭乡通过
发展竹笋产业，优化“政府+农
合联+服务社”的工作机制，以
笋干为主导的竹产业年产值在
6000 万元以上，已成为鹿亭乡
骨干产业和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
重要来源，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鹿亭笋文化。

▲春笋季，余姚市鹿亭乡
的村民又忙着制作笋干、笋干
菜。勤劳朴实的山民用最传统
的方式，把鲜嫩爽口的春笋制
成笋干、笋干菜、油焖笋等美
食。

（郑国光 陈结生 摄）

◀俞赵江向大家展示笋王。
（唐严 摄）

鹿亭成为“中国笋干特色之乡”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毕
映秋） 昨天上午，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音乐厅，宁波交响乐团携手指
挥家高健和朗诵嘉宾陈燕华，带领
观众在音乐中“穿越四季”。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吸引观众
人数最多的公益性普及型音乐会
——上海东方市民音乐会系列之
一，这场 《穿越四季》 音乐会由青
年指挥家高健执棒，特邀朗诵嘉
宾、原上海电视台一级播音员陈燕
华与宁波交响乐团共同带来维瓦尔
第 《四季》 和皮亚佐拉 《布宜诺斯
艾利斯的四季》。来自宁波交响乐
团的 8 位小提琴演奏家献上了精彩
的演出。

这场高质量又惠民的音乐会，
让上海的老少乐迷朋友及不少外国
乐迷朋友认识了宁波交响乐团，享
受了一场高雅艺术的熏陶。

昨晚，宁波音乐厅里也有宁波
交响乐团的身影。《经典旋律 时
代强音》 庆祝建党百年——宁波交
响乐团管乐专场音乐会成功上演。
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赵瑞林担任艺术指导。

《红旗颂》《征程》《长征组歌》《激
情燃烧的岁月》 等几曲经典红歌完
美呈现。

演出最后，当一曲悠扬的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响起，全场观众齐
声放歌。音乐让大家的心凝聚在一
起，唱出了共同的爱国之声。

这是宁波音乐厅和宁波交响乐
团联袂打造的“庆祝建党百年”红
色音乐演出季第一场音乐会。今后
3 个月，宁波音乐厅将不断推出经
典红色旋律音乐会，并可为机关企
事业单位定制专场，用音乐回望往
昔，感悟使命担当。

宁波交响乐团
在沪甬两地奏响经典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