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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3

黄主任实在是
太拼太敬业了

慈溪援贵干部黄国军
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仍惦记工作
慈溪市领导看望黄国军
慈溪市领导看望
黄国军。
。 通讯员供图

“12月4日凌晨，
还看到他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信息，
没想到居然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黄主任啊，
啥
都好，
就是实在太拼、
太敬业了！
”
12月10日，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扶贫办工作人员刘萍对记者说。
她口中的黄主任，是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国军。眼下作为援贵干部，挂职
担任兴仁市府办副主任、扶贫办副主任。12 月 4 日，黄国军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并接受了
心脏支架手术。
这几天，黄国军的病情牵动了贵州和宁波两地干部群众的心。好在他目前手术成功、病
情稳定，不过即便刚刚接受完手术，黄国军心里记挂的，仍然是即将到来的东西部扶贫迎检工
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挂职来到贵州兴仁
黄国军与兴仁的故事，要从去年 4
后，能为马崖镇田边村 35 户贫困户提供
月说起。
公益性岗位，每人年增收 3800 元；还能
当时，黄国军被选派到兴仁市挂职， 带动项目附近所在地 102 户贫困户就业
在 1 年多的时间里，他跋山涉水、翻山越
增收，每户每年可增加收入 1.5 万元以
岭，跑坏了好几双鞋，硬是从贫瘠的土地
上。
上开垦出生机，让当地村民把他这个陌
这一“飞地扶贫”模式今年得到了
生人，当作了乡亲。
《人民日报》的点赞，成为精准扶贫的典
兴仁市经济薄弱，交通不便，产业落
范。
后，有 6 个偏远深度贫困村。这些边远
现在，兴仁市屯脚瓶装水生产、红心
贫困山区往往“地无三里平”，扶贫产业
猕猴桃种植、真武山金州黄牛养殖等 8
项目很难落地。
个产业项目全部投产，实现了 6 个深度
怎么办？落不了地那就
“飞”
出来。
贫困村全覆盖。
“ 飞地扶贫”模式直接带
黄国军探索出了“飞地扶贫”模式，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946 户 3070 人脱贫
将扶贫资金投向发展前景好的地区和项
致富。
目，入股分红资金以提供公益性岗位等
在他连续奋战 150 天后，兴仁市率
方式，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致富。
先通过国家第三方验收，成为黔西南州
以屯脚红心猕猴桃种植项目为例， 第一个减贫摘帽的县。
250 万元帮扶资金入股，项目投产分红

突发急性心肌梗塞
然而，最近的这场疾病，像是老天和
黄国军开了个玩笑，让大伙儿都悬起了
一颗心。
12 月 3 日晚上 8 点多，黄国军突然
感觉到胸口闷，他便咨询了同在兴仁的
从慈溪过去扶贫的医生，医生建议他当
心，最好做个全面检查。
不过心大的黄国军觉得没什么，回
去继续工作，直到 12 月 4 日凌晨 1 点多，
还在微信群里发了工作的相关信息。
12 月 4 日早上 7 点多，黄国军又感
觉到脚疼，他有些担心了。在交代好工
作后，便前往兴仁市人民医院检查，当时
便被医生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医生对
他做了紧急处理后，建议他马上接受心
脏支架手术。

1874 家机构上榜

本报讯（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余晶晶） 寒假临近，校
外培训班多受家长关注。昨日，市教育局公布了宁波市经
教育部门审批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白名单”，共有 1874
家机构上榜。
据介绍，
列入
“白名单”
的机构，
应当具有合法的办学资
质，
并符合安全管理等规范。
“白名单”
实行动态管理，
即教育
行政部门依据国家法规和日常审批、检查的情况，
对名单进
行动态更新。对已经列入“白名单”的机构，如涉嫌违法违
规，
在查实后将从
“白名单”
中移除。对暂未列入的机构，
教
育行政部门会抓紧核查和审批，
将在审核通过后及时公布。
市教育局还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教育培训机构要做
到“九看”，即看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年检情况；看办学许
可证且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看是否超范围组织培训；
看
登记办学地址和实际办学场所是否一致；看辅导教师是否
有教师资格证且有固定合同；
看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否公
示；
看报名付费是否开
“培训费”
的正规发票；
看是否签订培
训合同；
看办学场所是否有消防灭火器材等安全措施。
市 民 可 登 录 宁 波 市 民 办 教 育 网（http://mbjy.nbedu.
net.cn）查询平台，按照培训机构名称、所在区域、培训业务
范围、学校类型等进行查询。另外，还可在此网站上下载
《宁波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签订规
范化的培训合同。

东部新城又一座公交首末站获批
黄国军一心惦记着 12 月 20 日的东
西部扶贫迎检工作，紧急处理后觉得身
体舒服许多后，打算将病情搁置，继续工
作。而此时，当地医生已将情况反馈给
了兴仁市扶贫办主任。很快，消息也传
到了慈溪当地。最终，黄国军接到了电
话——组织上“命令”他马上接受手术，
把工作放一放，他这才没办法，于当天下
午 3 点多接受了手术。
5 点多，手术顺利结束，医生称，此次
手术很成功，
不过黄国军需要好好休养。
不过，这个“倔脾气”的“工作狂”，在
当晚 8 点多麻醉苏醒后，一心惦记着工
作，又联系了兴仁负责此次迎检的工作
人员……

三地全力救助
事情发生后，黔西南州委书记刘文
新第一时间批示：
“要让黄国军同志在兴
仁救治期间，
感受到家的温暖。
”
12 月 4 日傍晚，兴仁市成立了由市
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统合相
关部门力量，确保提供最优质的医疗资
源、最优秀的专家团队和最温暖的服务
保障。
与此同时，慈溪市委市政府第一时
间也组织了专家医生，通过远程会诊，与
兴仁市人民医院研究商定医治方案，并
委派市委组织部、市卫健委和农业农村
局相关领导和专家赶到兴仁，为黄国军
带去家乡的关心和问候。
心血管内科专家、宁波市第一医院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白名单”
公布

院长陈晓敏一行，也受宁波市委市政府
委托，
前往兴仁指导医治工作。
“黄国军同志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
优秀的共产党员，为兴仁做了很多实事，
在他身上，
充分体现了宁波和慈溪干部的
敬业精神。”兴仁市委书记方俊说，
“一家
人不说两家话，
黄国军同志既是慈溪的干
部，也是兴仁的干部，我们一定会像对待
自己的亲人一样，
对待国军同志。
”
这几天，黄国军的家属和亲朋好友
也陆续赶到兴仁探视和看护。从机场到
医院，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两地干部群众
对黄国军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
目前，
黄国军正在逐步恢复中。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陈益维

将接驳 5 号线，
“地铁+公交”
更方便

公交首末站示意图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杨红岳 沈雁春） 东部新
城又要新添一座与地铁接驳的公交综合体了。日前，市公
交场站公司完成了公交百丈东路首末站的立项可研批复，
这座占地 2500 平方米的公交站，将具备近 75 辆公交车运
行调度能力，
市民在这里乘坐公交也更便捷。
该公交首末站位于东部新城核心区，百丈东路与海晏
南路交叉口西南侧，东至海晏南路，南至清泽街，西至规划
110KV 变电站，总占地约 25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包括调度用房、公交咨询、IC 卡服务中
心、卫生间、调度业务用房、驾驶员休息室、场站业务房、餐
厅等，以及绿化等附属配套设施。建成后将具备 2 至 3 条
公交线路，近 75 辆公交车运行调度能力，将配合轨道交通
5 号线，
充分发挥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换乘功能。
相关人士介绍，此首末站的建成，将大大提高公交运
行效率，实现与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有效促成不同公交
出行方式互补。进一步提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舒适性、
便利性，满足了此片区周边市民、学生等人群的公交出行
需要，有效解决乘车难问题，缓解公交调度需求压力。据
介绍，该首末站将力争在明年年初完成全部前期工作，并
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