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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鲍
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 宣布实施后，家庭教育成为
时下热点。前天上午，鄞州区家庭
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试在宁波
东钱湖旅游学校开考，74名考生参
加了考试。据悉，这是我市首次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试。

“我学的是教育学，对家庭教
育指导比较感兴趣，希望进一步提

升和检验自己在这方面的职业技
能。”一名考生这样告诉记者。此
次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实行全市统考模式，采取闭卷考试
方 式 ， 考 试 时 间 100 分 钟 ， 满 分
100 分，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记者了解到，家庭教育指导专
项职业能力是指运用家庭教育学、
教育学、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
识，遵循家庭教育指导原则，向家长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长家
庭教育水平，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帮助儿童健康成长的执业的能力。

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
核的申报条件与其他专项职业能力
有所不同。申报初级家庭教育指导
专项职业能力资格，需有社会学、
教育学或心理学等家庭教育相关专
业学习经历或两年以上家庭教育指
导相关实际工作经验，经过本职业

初级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并取得结
业证书。

根据 《宁波市 2022 年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目录 （标准）》，符合
补贴条件的个人，经培训获得家庭
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可在
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的补贴
申报期，登录宁波职业培训公共服
务网在线申请职业培训补贴，补贴
标准为 600 元/人。

我市首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为积极贯彻响应全市救援应急
力量建设的要求，有效防范应对恶
劣天气自然灾害，日前，宁波特警
支队防暴大队联动章水镇高山救援
队、海曙区山岳救援队等相关单位
在章水镇开展联动联训。在章溪河
之上，宁波特警支队和海曙区山岳
救援队的冲锋艇相互穿梭，熟练配
合演练了冲锋舟操舟、离心力救
援、活饵救援、水中翻艇自救、综
合救援等训练科目。

（徐能 张昊桦 摄）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冯桑）“您有一份邮件：
离线监控点击查看详情。”近日，
海曙区庄岙水库管理人员水岳雷收
到了一条手机提醒短信，提醒该水
库一处水位线监控处于离线状态，
需及时前往现场查勘。同时，浙江
移动宁波海曙分公司的监控运维团
队也第一时间收到消息赶赴现场，
开展实地查看检修。这条提醒的手
机短信由“大禹”防汛视频监控机
器人发出。“大禹”是海曙区水利
项目负责防汛视频监控运维的“数
字员工”，也是全省首个“数字员
工”对外赋能 ICT 项目。

目前，“大禹”能同时监测海
曙区 495 个水利项目监控点位，10
分钟巡检一次，一旦发现有设备离
掉线等异常情况，将自动通知工作
人员安排抢修。“以前人工巡检从
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需要 3 天至

5 天时间，‘大禹’加入后，极大
地提高了巡检的效率和监控视频在
线率。”海曙移动网络部管理人员
邬伦腾表示。

“目前进入梅汛期，每座水库
水坝的监控都非常重要，有了‘大
禹’的实时监控，能帮助我们及时
发现问题。”海曙区水利局防汛防
台相关负责人何泽腾介绍，去年 7
月，该局联合海曙移动开发了“大
禹”防汛视频监控机器人，近一年
来，它始终“任劳任怨”。在去年

“烟花”台风袭来的关键时期，“大
禹”为抢修洞桥区域的水利设施故
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全力支撑了
海曙区的防汛防台工作。今年为迎
战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大禹”将
继续发挥其智能监测作用，通过对
各河道、水库进行实时监测预警，
全面提高该区防汛防灾应急指挥能
力。

海曙防汛视频监控机器人
保障495个水利点位安全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汪皛 王庙卓 张纪娴） 近日，记
者从镇海区自然资源规划分局获
悉，该局已核发镇海区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该项目位于镇海区骆驼街道的
金华北路以西、骆兴西路以北，用
地面积约 7405 平方米，总投资约
4.7 亿元。

据了解，项目建设主体功能包
含镇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0

急救中心两个部分，主要建设内容
为医疗综合服务大楼一栋 （含地下
两层、地上十二层），建筑面积约
2705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8026平方米，包含食品安全检测用
房、培训中心、指挥调度中心、急
救分中心业务用房、疾控中心业务
用房和实验室及附属用房等。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镇
海区疾控系统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加强全区疾病防控体系的建设。

镇海投资4.7亿元
新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江涛 通讯员赵
雪雁）“草莓按新品种苗株数进行
补贴，每株补贴成本价的 100%。”
莓农吕赛浓听到补贴政策时，非常
高兴：“有了帮扶政策，我在新品
种引进上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日
前，在奉化尚田街道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实施方案意见征求会
上，传来了政策赋能再创新高的强
音。该街道在人才引进、品种迭
代、争先竞优三方面实施普惠补助
政策将极大提振了农户的信心。

农业特色产业是尚田的一张金
名片。2018 年，尚田入选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形成
了“千亩草莓、万亩茶场”为主的

“七彩农业”产业格局，是中国草莓
之乡、奉化曲毫主产地。但经过多
年发展，草莓、茶叶产业面临着品
种单一、病虫害频发、人才缺失、
品牌效应弱化等问题，产业效益开
始下滑，农民增收遭遇“天花板”。

在尚田街道上王村草莓地里，
吕赛浓和她丈夫正忙着将草莓母苗
发育的匍匐茎定植到土里。吕赛浓
家 种 植 了 5 亩 草 莓 ， 共 有 8 个 大
棚。但去年她家的草莓园经受了极
为严峻的考验，传统草莓品种“章

姬”“红颊”市场反应平淡。但引
进新品种需要投入的资金不菲，吕
赛浓表示：今年她购买了 600 棵新
品种的种苗，总计花费 1.8 万元；
一棵种苗可培育 100 棵子苗，培育
过程中需要使用到肥料、基质等，
花费约 4.8 万元；此外，为了提高
子苗的存活率，她专门搭建了育苗
大棚及滴灌系统，花费 6000 余元。
吕赛浓说：“投入之后产出的经济
效益不确定，压力还是很大的。”

品种老化、病虫害率增加、效
益减少，同样的烦恼也体现在茶叶
等 农 业 产 业 上 。 南 山 茶 场 拥 有
1000 余亩茶山，茶叶远销东南亚
等地。但近几年，茶场发展也面临
各项制约，负责人方谷龙告诉记
者，茶场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为
65 岁，亟须新鲜血液的加入。

为解决这些问题，尚田街道举
办了特色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实施方
案意见征求会，邀请了草莓专业
户、茶场负责人、农技专家及媒体
代表等参加。街道将对引进相关专
业人才、参加省内外各大评比活
动、引进新品种、建设特色基地等
进行补助，以激发创新动力，推动
特色产业整体的升级迭代。

引进人才 培育新品

奉化尚田为农业精准服务
激发创新活力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王 微

昨天上午，在海曙区高桥镇江
南村的宣江岸流域，海曙区农业综
合执法队执法人员在看似“平静”
的河面上，敏锐地在水中“捣鼓”
了几下，一张地笼网出现在众人面
前。

这是高桥镇渔业社接到举报电
话称有人投放地笼网后，执法人员
闻案而动的成果。

现场，两艘执法船在蜿蜒的河
道巡回两圈后，收缴了数十张地笼
网，网内违捕的“子孙鱼”“子孙
虾”被重新投放至河道中。

记者了解到，自 3 月禁渔期以
来，全市渔政部门对甬江等流域管
控力度很大，放地笼网捕捞的情况
大幅减少，不少非法捕捞者把目光
转移到城区内河。

“这种网靠近岸边，一头绳子
绑在木桩上，多半是地笼网。”高
桥镇渔业社执法人员吴惠芳说，禁

渔期内使用地笼网捕捞渔业资源是
违法的，按照无证捕捞进行处罚。

根据 《刑法》 第三百四十条规
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
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根据 《渔业法》 第四十一条规
定，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
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
得，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另外，禁渔期内，除娱乐性游钓以
外的所有渔业作业方式均禁止作
业。

此外，执法部门将继续保持对
“电毒炸”等非法捕捞行为的严厉
打击态势。自 3 月禁渔期以来，海
曙区农业综合执法队共查处以“电
毒炸”为主的刑事类案件 40 起 70
人；收缴“三无”渔船 23 艘、背
包电瓶 26 个、渔网及地笼网 2310
张。

闻案而动 海曙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紧接第 1版①】 主要是投资开办
企业、担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
高级职务、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
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
等行为。《规定》 对不同层级、不
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
求，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
严，综合部门严于其他部门。

《规定》 要求，领导干部每年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
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情况，年度集中报告后新产生的经
商办企业情况要及时报告。对领导
干部报告情况要进行随机抽查和重
点查核，发现有关经商办企业违反
禁业规定的，责令领导干部作出说
明，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退出

经商办企业，或者由领导干部本人
退出现职、接受职务调整，并视情
况给予领导干部相应处理处分。其
中，对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的领导
干部，结合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四
必”进行查核，不符合拟任岗位禁
业规定的，应退出经商办企业，不
同意退出的不予任用。

《规定》要求，对领导干部不如实

报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情况，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禁业
规定经商办企业和以委托代持、隐名
投资等形式虚假退出，以及利用职权
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提
供便利、谋取私利等行为，依规依纪
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管理不力造成
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上接第1版②】
距离喜德四小时车程的金阳

县，青花椒早已结满枝头。在甬凉共
建的青花椒产业园，“小小花椒树
致富大产业”标语十分醒目，从研
发、生产、监测设备购置到展览馆建
设，这里将成为青花椒产业发展的
新引擎。

在“苹果大县”盐源县，主干道
两侧随处可见的苹果树上，苹果已
如乒乓球般大小。“苹果酒”“苹果渣
生物饲料”“在苹果树下养鹅”，宁波
通过一系列项目引进“将当地苹果
吃干榨净”，带动苹果种植户人均增
收超过 10%。

除了招大引优、补链延链，这
一年，宁波还根据凉山实际，通过
引进宁波企业，建立帮扶车间，写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午后 1 点多，在昭觉县城的宁
波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9
岁的拉不伍机熟练地“穿针引线”，
十多秒的功夫，就完成了一个电子
元器件的各种“布线”。

“我等下去幼儿园接我小儿子
⋯⋯以前家里只有我丈夫赚钱，现
在我也可以了⋯⋯”埋头工作的拉
不伍机轻声说道，一个月下来，她在
这里可以赚到两三千块钱，尽管和
到外地打工相比赚得少些，但是有
精力照顾孩子。4 个月前入驻昭觉
的宁波宁兴恒骐目前已经吸引了周
边 100 多名妇女就业。

拉不伍机的家就在不远处的沐
恩底社区，这是昭觉县最大的易地
搬迁安置社区，涉及 28 个乡镇 6000
多人。“除了安排居民在宁波引进的
企业工作，我们还在社区建立了彝

绣工坊，让居民‘守着娃赚着钱’，时
常能接到来自宁波的订单，去年是
围巾，今年是袜子！”沐恩底社区书
记石一阿西感慨道。

走访中，记者发现，宁波还在当

地设立了不少帮扶车间。盐源卓衣
馆服饰、美姑恒远制衣、喜德腆然制
衣等企业，共建立援建帮扶车间 56
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1832
人，其中安置点脱贫劳动力1312人。

抢险救灾
联训演练

车子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
这一路，我们体会到了蜀道

之难，看到了挂在凉山百姓脸上
的笑意，更感受了东西部协作这
场宏大叙事背后，是甬凉同心、协
作同行，共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的信心和决心。

在产业协作这部“大戏”中，
宁波通过聚焦项目建设，全力提

升发展内生动力，从全局把控上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通
过强化产业招引，全力打造现代
产业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去年以来，宁波累计安排协
作资金 13亿元，聚焦劳务、人才、
教育、医疗、消费、产业、农文旅等
多领域实施协作项目377个。

采 访 手 记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王
强） 上周末，备受戏迷期待的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又来了宁波，越剧折
子戏 《越伶斟戏》 和 《琵琶记》 如
约在宁波逸夫剧院上演。这两场演
出阵容都以青年演员为主，代表了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生代演员的青
春风貌和剧团的后备实力。

前晚上演的折子戏《越伶斟戏》
是为青年演员量身打造的舞台，包括

《珍珠塔·惊塔》《焚香记·打神告
庙》、新版 《梁祝·楼台会》 等一
些越剧经典折子戏，也包括 《赵氏

孤儿·舍子》《烂柯山下·买臣荣
归》《王昭君》 等一部分不常演或
从其他剧目移植过来的折子戏。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折子戏进
行了重新的整理编排，使节奏较以
往更加紧凑，思想内容方面也更凸
显新意，简洁的舞美设计让整台演
出洋溢青春色彩。

参与 《越伶斟戏》 折子戏演出
的有国家一级演员，也有 80 后、
90 后甚至 00 后的优秀青年演员，
她们有的已是唱作俱佳的“青春偶
像”，有的则是崭露头角的“宝藏

女孩”，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以折子
戏专场的形式把自己的“新青年”
推到了舞台的 C 位。

昨晚上演的传承版越剧 《琵琶
记》 是一部与宁波很有渊源的戏，
讲述了赵五娘与蔡伯喈这个传唱了
数百年的夫妻故事。元末，一个叫
高明的人辞官来到宁波隐居，在栎
社的瑞光楼，创作出了后来被奉为
南戏之祖的 《琵琶记》。《琵琶记》
写成后不久，高明疾病缠身，最终
在宁海病逝。而 《琵琶记》 却越传
越广，在象山，有关赵五娘与蔡伯

喈的传说更为丰富。象山人为了纪
念赵五娘，还在爵溪的弥陀寺建了
一座赵五娘殿，每年农历的八月初
三举行庙会，非常盛大。

剧评人岑颖表示，通过折子戏
专场，看到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
年轻演员扎实的功底和对人物出色
的处理能力。“年轻演员是一个剧
团和一个剧种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最
重要的资源，浙江小百花的年轻人有
着超强的实力，她们需要更多的机会
磨砺。看到这样年轻的花儿在舞台上
绽放，观众非常开心！”她说。

浙江小百花携两场“青春大戏”来甬
“新青年”代表精彩亮相

夏天，是毕业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又一批毕业生离开校园，步
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宁波各高校的毕业生在告别校园生活前夕，纷纷
拍摄展现友情与活力的毕业照，为青春留下美好的回忆。图为近日在浙江
万里学院，同学们身穿学士服在学校操场上、校门口等处记录下难忘的一
刻。 （记者 唐严 摄）

又是一年毕业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