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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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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单玉紫枫

液压机前，屏气凝神。拿块铝
板，放进仪器，一压一抻，一口铝盆
就出来了。“不错！过年回家三个多
月，技术一点没忘。”车间主任竖起
了大拇指，罗兴志憨憨地笑了。

54 岁的罗兴志来自贵州黔西
南州望谟县，之前一直在家务农。去
年，当地政府组织贫困户赴甬务工，
罗兴志生平第一次走出大山，在离
家 2000 公里外的宁波五谷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里，当起了一名车间工
人。

望谟县坐落于麻山腹地，滇桂
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发生率一度高
达 33.47%。近年来，在宁波市与黔

西南州政府的推动下，两地把深化
劳务协作作为“长期命题”，通过出
台务工补贴、设立劳务协作站和线
上平台等，实施劳动力精准对接工
程，协同打造“稳岗就业”与“脱贫攻
坚”精准结合新格局。去年 11 月，望
谟县正式脱贫摘帽，实现绝对贫困

“见底清零”。
走出大山，奔向大海，罗兴志尝

到了甜头。“去年是政府把我们带过
来的，今年是我自己要来的！”罗兴
志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前在家务农，
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一万多元。去年
3 月来宁波五谷后，公司包吃包住，
每月保底工资 4800 元，还安排技术
带头人开跃平对他一对一教学。9
个多月下来，不光技术学到了，自己

还攒下了 4 万多元钱。
1997 年，21 岁的安徽小伙开跃

平来到了宁波五谷。那时，他身上还
看不出半点技术带头人的影子。宁
波五谷也刚刚完成体制改革，从一
家乡镇集体企业转型成了民营企
业。

“我的工作，说来也简单，就是
给金属制品抛光。但要做好，就必须
好好琢磨手上这把刮刀，做到心到
眼到手到。”开跃平说。

24 年磨一刀，初出茅庐的毛头
小伙，终成数一数二的“五谷工匠”，
收入也水涨船高。攒了钱，开跃平没
有选择回农村盖房，反而早早地在
县 城 里 买 下 了 140 平 方 米 的 大 房
子。“下半年儿子要上高三了，妻子
在县城陪读，让他好好安心备考。”

开跃平的日子越过越甜，宁波
五谷发展也越来越好。改制后的 20
多年，企业不断抢抓机遇，实现了从
贴牌生产的“小打小闹”，到自主创
牌的大刀阔斧，再到作为行业龙头，
参与制定“品字标”行业标准的三大

跨越。曾经“无人知晓的小草”，最终
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大树！

“今年，公司确定了 17 个任务，
除了打造‘浙江制造’品牌，还定下
了年销售额 1.5 亿元的目标。同时，
计划打造国家级‘小巨人’培育企
业、省级‘隐形冠军’企业，申报‘品
字标’，申报省科学技术发明奖，成
立电商平台，建厂房、扩仓库等。”宁
波五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和钦说。

正如“功夫在诗外”，在黄和钦
看来，企业更有力量的武器也正在
产品之外。以五谷为例，目前有员工
200 多人，只有调动更多人的积极
性，唤起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
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一个家庭好不算好，要 10 个
家庭、100 个家庭，更多的家庭好才
算好！”提起未来，黄和钦心怀憧憬，

“我们的企业长大了，下一步打算以
一个工厂作为
试点，进行股
权激励，人人
都是经营者，
人人都是小老
板，大家一起
把事业做大做
强！”

车间里，那一群追梦人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鄞检

她们不是医生，却专治儿童“疑
难杂症”；她们的“药方”无形，却挽
救了无数的儿童和家庭⋯⋯

她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七
色花。她们来自鄞州检察院，是一群
身带检徽的检察官。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她们还
被写入了最高检的工作报告。

她们说：“未检是一份守护明
天、守护未来的事业。我们不断前
行，不抛弃、不放弃，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向阳而生’！”

用心，为受伤的孩子
撑起“守护伞”

5 岁的妮妮，天真懵懂。一个 8

月的下午，妮妮的妈妈有急事，将妮
妮委托给熟识的孙某照看。谁料，平
时可蔼可亲的“爷爷”，竟然对妮妮
实施了猥亵。

“虽然孙某最终受到了法律的
严惩。但妮妮那胆怯的眼神，一直萦
绕在我们心头。”七色花团队负责
人、鄞州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陈
祺回忆，“从事未检工作多年，我们
一直在思考，除了运用法律武器将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外，我们还能为
这些孩子做点什么？”

于是，2017 年七色花团队在全
国首创“检医合作、检警一体”的未
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机
制。案件询问、身体检查、心理疏导、
医疗救助等工作，一次性完成，最大
限度地减少多次询问给受害未成年
人造成的“二次伤害”。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这类案件的
发生，鄞州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率
先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性侵害违法犯
罪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推行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入职查询制
度，为“妮妮们”撑起了一把把“守护
伞”。

用情，为迷途的孩子
点亮“护航灯”

2018 年，图图高一。为了“兄弟
义气”，他手持啤酒瓶将人打成了轻
伤。通过调查，检察官们了解到，图
图的母亲因诈骗入狱，父亲再婚，面
对支离破碎的家，意图逃避的图图
走上了“混社会”的道路。

考虑到图图犯罪情节较轻、主
观恶性不大，鄞州检察院对他作出
了附条件不起诉。随后，在七色花团
队的耐心疏导下，图图终于对父亲
解开了心结。现如今，他已经开始了
大学生活。

2018 年 ，七 色 花 团 队 启 动 了
“七色花”社会观护项目，引入社会
专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
进行行为矫正、心理救助、技能培
训。同时，七色花团队设计开发了未
成年人保护一体化线上平台——

“鄞州智慧未检”，囊括举报控告、社
会调查、社会观护等七大模块及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心理医生等十大

角色，为“迷途”的孩子点燃“回归”
的希望。

用爱，为成长的孩子
织就“保护网”

“我很害怕，可是我不敢不跳
⋯⋯”面对检察官，14 岁的安安哭
着说，他多次在父母逼迫下，从快速
行驶的电动三轮车上跳下“碰瓷”。

鄞州检察院不仅追究安安父母
的刑事责任，还依法支持撤销了安
安父亲的监护人资格。

为妥善安置安安，七色花团队
与 安 安 住 所 地 的 民 政 部 门 、派 出
所 、关 工 委 、学 校 、社 工 组 织 等 联
系，为安安申请了救助金，帮助他
复学，并委托专业的心理医生对他
进行治疗。现在，安安已重新回到
了校园。

七色花团队在鄞州区委区政府
的支持下，牵手公安、法院、民政等
17 家职能部门，出台实施意见，搭
建起涵盖刑事、民事、行政、预防、救
助等多层次一体化的未成年人保护
格局，又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涉未
成年人救助、就学、就业等多个热点
问题出台了 10 余份具体文件，用责
任和担当，为“安安们”织就一张保
护网。

以法之名 守护“少年的你”

本报讯（记者张昊 余姚市委
报道组谢敏军）最近，余姚市三七市
镇村民张许楠急需一笔资金购入原
材料，通过“道德银行”微信小程序
查询自己道德积分，对应的贷款额
度有 70 多万元，利率只有 5.25%。这
笔道德贷款有如及时雨，让她顺利
地交付了货款。

“道德银行”是余姚市 2012 年
推出的深化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支
持农民创业致富的创新服务平合，
从道德评价量化入手，根据道德积
分管理办法进行道德评议，“存入”
道德，取出贷款，一经推出就受到群
众欢迎。不过，依靠线下的道德评议
存在工序相对繁琐费时、“道德银
行”受众面还不够广等局限。为此，
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余姚市大数据

局和余姚农商银行探索开发了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道德银行”线上服务
平台，村民足不出户便可办理。

从“人工评议”到“数据跑腿”，
如今村民可以通过手机登录“道德
银行”微信小程序，随时随地自主完
成道德自评、村社评议、道德贷款、
道德码应用，改变原先线下逐级评
议、人工审核、纸质传阅等带来的繁
琐手续。据余姚市大数据局测算，

“道德银行”3.0 版推广以来，减少申
请纸质资料 2 万余份。

截至目前，余姚 59 万群众纳入
“道德银行”3.0 版体系，完成 266 个
行政村、53.85 万人的道德评议，签
约道德信用贷 2.3 万余户，金额 45
亿元，构建一个“好人有好报”的诚
信体系。

余姚打造线上“道德银行”
村民足不出户便可办理道德信用贷款

扫码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陈侃）21
日，在宁波人才日慈溪专场活动上，
慈溪举行领军人才项目和服务团结
对仪式。现场，19个由慈溪市级职能
部门、助创专员、属地单位组成的助
创服务团“牵手”24 个领军人才项
目，吹响高质量发展“人才集结号”。

据悉，此次结对的 24 个慈溪领
军人才项目涉及高端医疗器械、人
工智能、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政府部门‘组团’服务人才企业，提
振我们创新创业的信心。”赛诺微医
疗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
杰说。

在慈溪人才服务一线，活跃着一
支强大的助创专员队伍。慈溪市经信
局数字经济科科长颜洁清是“工控安

全产品研发”项目的助创专员，该项
目由“上林英才”计划专家阮涛领衔，
主要致力于工业安全监测系统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颜洁清表示，结对后，
她将当好“创业保姆”，协助专家开辟

“试验田”，为项目拓市场、拓资源、拓
品牌积极牵线搭桥。

近年来，慈溪打出人才服务“组
合拳”，在核心地段建设近 6 万平方
米的人才服务综合体，开通“一体化
服务 12 条”线上线下平台，累计解
决人才各类生活服务问题 1200 余
个、推出人才公寓 1185 套，打响慈
溪“热情（earnest）、精准（explicit）、
活力（energetic）、高效（efficient）”的
4E 人才服务品牌。截至目前，该市
已累计落户领军人才项目 124 个，
引进集聚顶尖特优人才 89 名。

慈溪24个领军人才项目
有了“创业保姆”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陈益维）
昨天上午，家住慈溪市浒山街道的
陈女士前往金山菜市场买菜。其间，
她在菜摊边将采购的西蓝花过秤。
几秒钟后，一张印有二维码的销售
凭证从智能电子秤打印出来。“凭证
上不仅印有西蓝花的重量、价格等
信息，还标注是哪个摊位出售的。”
陈女士说，有了这张“身份证”，她能
扫码追溯西蓝花来源，不用担心短

斤缺两、食品安全问题。
金山菜市场是慈溪市文明城市

创建示范样板点之一。自去年高分
创成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慈溪加快
探索“数字+”精神文明建设模式，
努力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向全域化高
水平迈进。“从‘创建模式’到‘建设
模式’，雕琢的是文明细节，植入的
是文明基因。”慈溪市文明办负责人
表示，通过文明榜样示范引领，慈溪
不断深化文明建设内涵，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文明力量。
去年以来，慈溪工贸集团对金

山菜市场软硬件进行“双提升”，建
立应用信息化集成系统、信息公示
查询终端，实现在线智慧监管、移动
支付、线上交易。“菜市场将推出‘红
黑榜’，激励摊主争当文明经营户，对
不合格者予以曝光、警告等处罚。”慈
溪工贸集团党委副书记岑烨说。

作为城市的“细胞”，社区在城
市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慈溪市浒山街道虞波社区，活跃着
58 支公益服务团队、2300 多名志愿
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增进邻
里感情，弘扬文明新风尚。“去年以
来，我们推广‘村务晓得’数字平台，

宣传社区公约、招募志愿者、发布服
务信息等，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
社区党委书记严介军说，通过实施

“亲邻党建”工程，线上线下联动，虞
波扩大“朋友圈”，让居民享受更优
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数字赋能，示范引领。今年，慈
溪将针对重点难点和薄弱点问题，
综合运用数字化手段，实施项目化、
清单式管理，打造一批文明示范样
板街区、路段、农贸市场等，补齐文
明城市建设中的“短板”；持续推进

“十大文明好习惯”养成行动和行业
文明评比行动，打造一批“文明就
餐”“文明出行”“垃圾分类”的文明
创建示范单位。

树立文明榜样 雕琢文明细节
慈溪以数字赋能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向全域化高水平迈进

宁波地产纯电动汽车极氪 001
发布后获得市场青睐，斩获大量订
单，成为宁波汽车产业加速驶入新
能源赛道的先行者。目前，极氪工
厂正进行投产前的最后调试，把最
优的产品呈现给用户。图为昨日，
技术人员正在测试自动抓取机械臂
对电池包的安装。

（徐能 卓松磊 摄）

极氪汽车

作投产前
最后调试

本报讯（记者张昊 镇海区
委报道组倪寅初 通讯员陈饰）
本报昨日刊登的《尘封档案馆 30
多年的“红色情书”首现》，深深打
动了许多读者和网友的心。

“泪目！”“情真意切，家国情
怀，任谁看了都感动！”⋯⋯在甬
派和其他转发报道的平台，读者、
网友纷纷留言，表达对烈士的崇
敬之情。

“向英雄林勃烈士致敬！初中
时我就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活动，
两次去祭扫烈士墓。”派粉“我是
一个兵”说。网友“戴”说，林勃烈
士就牺牲在我们原来小学的一棵
大树上，我们称之为英雄树。英雄
千古！“花开有时”说：“致敬革命
先烈，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今
天。”派粉“Master”说：“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更应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

镇海区车站路社区的社工陈
苹说：“年幼时去江南一带参加烈

士墓祭扫。漫天的柳絮，垂落的雨
滴，老师低沉有力的讲述，把林勃
烈士的感人事迹深深镌刻在我们
的心里。如今，我在社区一线工
作，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将
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扎扎实实
地干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为群
众服务。

“林勃烈士之墓原在镇海与
北仑交通主干道骆霞线青峙岭
边，坐车经过的人，都能看到这座
烈士墓，墓碑上字体鲜红。每年清
明节，都有一批批学生带着鲜花
去祭扫。”镇海区档案馆副馆长胡
红国说。

胡 红 国 说 ，作 为 一 名 档 案
人，我更应立足本职工作，保存
好历史记录，尤其是用好用活红
色档案资源，生动鲜活地讲好党
的百年故事，发掘其中激励后人
的文化元素，传承红色基因，让尘
封档案成为活生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财富。

《尘封档案馆30多年的“红色情书”首现》
引起强烈反响——

“将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张昊）推出党史
学习教育校本教材、展示红色课
堂、阅读红色书籍、学习红色人
物、寻访红色足迹、传唱红色歌曲
⋯⋯昨日，宁波市“童心向党”教
育实践活动暨江北区中小学党史
学习教育现场观摩活动在江北区
实验小学举行，着力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
承。此次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市文广旅游局、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主办。

“向国旗致敬！”江北区实验
小学的学生通过朗诵向国旗诉说
爱党爱国的心声；洪塘中学车金
珍老师带来了一堂 5 分钟微党课

《开天辟地一声雷》，带大家回顾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峥嵘岁月，从
中寻找初心，汲取精神力量；中城
小学带来的原创作品《中国屹立

世界东方》，以京歌表演的艺术形
式，将传统京剧元素与现代作曲
技法相结合，歌颂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江北区中心小学
弦乐团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表
达童心向党的质朴情感；在江北区
实验小学合唱团的领唱下，现场师
生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雄壮、高亢的歌声把活动推
向了高潮。

今年以来，我市组织开展“童
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围绕“我向
党旗敬个礼”“唱支红歌给党听”

“党的光辉照我心”“党的故事我来
讲”4 大主题，推出了 40 项年度重
点工作，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开展
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
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
怀，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展示红色课堂、阅读红色书籍、传唱红色歌曲……

“童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