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2314567!"#$%#&!
89:;

!!"#$%&'()*+,-.-/-

<=>?!"#$
!"
#$ !"##$$$%

!"#$ %&'(
)*+, -%-.
/012 3456
789: ;<=8

>?@ABCDEFGH!"IJKLMNOPQ#$R#$%%S

!@A!"#$%&'(#$)
*+!,-./0123443542

B C D E F !"#$%&'(
!"#$%&'()*+,
-."/0123456(
,789:;<=>?@AB
CD/EFG%/HIEJK
L9MNOPQRCSTD/!
"#UVWXYZ[\YU
]^_/̀ abcd.ef
ghh<ZgiN<j345kl
mnopJqrstklmd
%&'()**++,-./

/+0.1,2-*,/

!"#)*+'
6789:;<=>

?@ABC7&DEFGH
IJKL&7MNOPQR
ST&UVWXYZ[
u;fJqrvw7w<N
.x/yzbcd
JTUVWXYZ[Q

,-./0123443544645
701234898:;<8:

=>?@ AB'(
%&'()*+,-"#/0
16{|e}~!w"^#/
78$%&'5()*+Zv
8},<j-=l*+d.
efghi<./klZPP<0
PBg<&'5klZ1234
5u;gqr6=7k89
yzbc9:;<=MD
CD 4956E8<:2928;
23:95;:228;2;:8;358389

3456
\]FGH^_`abc-.deCfghijWkCfl

mFGH^nopq`abc-.deCfghijWrCfl
@stuv&stwMx1yzst[kCfyzstrCf&
rCf{|&kCf}~[st!kCf{"#6x
!"#$%$&#"'($%&rCf{"#6&''%''$%&st&kCf
{"#6!)#$%$&#"'($%[rCf@#'(kCf)d&)d
*+*.,kCf-.[

/0C1
>.?f123@ABCDEFGHI.?

J.?f123@K4L^BCDEFGHI.?

7856
\]!"!#2#3!$4

56g7l89v&:;{"
#6<#"""$%=>$""$
%&?@hC1[*+AB
CC1D4E%$4FGH
6CfIJ*.KLMNV[
12MNOPQRHI.?

7856
\]!"!#2"!3"&45

689v&FGOPQRde
Cf:;{"#6< #"""$
%=> $""$%&?@hC
1[*+ABCC1D4E
%$4FGH6CfIJ*.
KLMSV[

/0C1
12;STUHI.?

!GHITUVWEFGH^n
oiXYZ[\08]̂_ 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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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2̂35̂ ]̀ug52̂$l)TU
mzvmew&xyz444̂5a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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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32t25%l$w-.
!QRSTUV>?ae 5̂̂^̂5
44̂5̂ 2̂̂^̂5̂ 3̀̂]â4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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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2̂̂^̂5̂ 2̀̂^̂ 3̂u$w-.
!YZ[TUV>?ae^̂^̂ 3̀
44̂5̂^̂^̂ 5̂̂ t̀̂ ]̂̂4̀$w-.
!LMCnDEoFGHIJK
TU5̂ 2̀2`̂3 3̀4Lp@M
@NOPBeAQ6R*6!
bSA544̂52]̂`̀3a]̀$w-.

!\]^TUT|FGsUd'
'(pdeCf@VWXYZ
z]5*gF[\l&z]!b
`̂^̂3̂u]̀̂ $%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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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直达免费专列
优惠补贴“大礼包”等你领
助力企业招工
宁波推出一批政策措施

2月5日，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用工保障工作的通知》，围绕解决疫
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企业阶段性招工难问
题明确提出10项政策措施，其中核心政策有
6项：

一是发挥失业保险稳岗作用。延长阶
段性降低企业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至2022年
4月30日。继续实施普惠性稳岗返还，对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二是实施集中返岗交通补贴。对2021
年2月11日至3月底期间，租用（含合租）大
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员工返岗的非公企
业，或省外劳务协作输出地包车输送员工
返岗的，给予实际包车费用50%补贴，每家
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春节后，市县联
动开通“宁波欢迎您”直达免费专列（包车
厢），进一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有组织返岗
效率。

三是支持员工自行来甬就业。对2021
年2月11日至3月底期间，自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到我市非公企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
员，由所在企业统一申报交通补贴，补贴标
准为市外省内100元/人、华东地区300元/
人、华东以外地区500元/人。

四是鼓励中介机构助企招工。充分发
挥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作用，畅通招工引
工渠道，规范劳务派遣行为。注册在我市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21年向我市非公企业
输送首次来甬就业人员，且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3个月（含）以上的，给予800元/人职业
介绍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五是强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大力推
行项目制培训，对按规定自主开展培训的
企业，给予最高600元/人的补贴。鼓励企
业自主选择开展灵活多样的线上职业技能
培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800元/
人的补贴。

六是加强企业低息贷款支持。加大制
造业企业融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争
取总行支持给予政策倾斜，主动对接制造
业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建立财政、金融
政策联动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市
财政设立总额4亿元的制造业贷款“风险
池”，鼓励金融机构向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
向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任社

我想你，也许全世界都会听到
在宁波舟山港寄出一封“声音家书”吧！

往年这个时候，在外
辛苦打拼了一年的游子
们已纷纷踏上归途。而
今年，那么盼望团圆的我
们，选择留在异乡，选择
留在工作岗位上，是为了
将来，更美满的花好月
圆。

但距离隔不断思念，
就像疫情拦不住春天。

寄封家书，最古老的
方式，最温柔的表达。

来有声亭，读一封“声音家书”

我想你，可能全世界都
会听到我的声音，也可能只
有你听到。

今年春节前夕，宁波晚
报、甬上APP与喜马拉雅共
同发起“声音家书”系列活
动，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搭建了一个有声亭。

有声亭的占地不大，有
点像个大号的玻璃橱窗，就
设在工人们每天要进出的食

堂门口，亭子里能容纳下2个
人，有一块触屏和两个麦克
风。关上门，在这个静谧的空
间里，你可选择一首诗或散
文，配上轻柔音乐，对着麦克
风，倾诉对家人的思念。然
后，朗读者可以把内容一键发
送，上传到喜马拉雅平台或自
己的手机上，然后再转发给亲
朋好友，分享这份思念。

当工友们体验完成后，

这封“声音家书”既可以保存
在手机里、转发给好友家人，
也有可能被选中，上传到喜
马拉雅新春特别活动的专辑
中，被亿万网友聆听。随着

“声音家书”公益活动的展
开，喜马拉雅新春特别活动
热度不断提升，让在路上或
原地过年的听友，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

“留下为了工作！忙，说明咱有奔头啊！”

“爸爸妈妈，对不起！今
年儿子不能回去陪你们过年
了。我在宁波过年，工作、生
活都挺好的……你们也要照
顾好身体。”说话的是21岁的
龙门吊司机潘科，小伙子老
家在安徽安庆，今年是第一
年留在宁波过年。

“一个人在外地过年，还
挺新鲜的。本来觉得还有些
寂寞，一问身边有这么多工友

都留下来，其实也挺热闹。”潘
科沉默了一会儿，对记者说，

“我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
当然，留下也是为了工

作。进入新的一年，正是港
区生产最繁忙的时候。港口

“晴雨表”透出经济新气息。
“忙，说明咱有奔头啊！好日
子还在后头哩。”潘科说。

来自河南济源的李培
瑶，是宁波舟山港2020年入

职的新员工，今年也是她第
一年不在父母身边过年。

在有声亭里，除了向父
母问好，她还特别“官宣”了
一个好消息：“我有男朋友
啦，等到疫情好转了，我就带
他来见你们！以后就不用催
婚啦！”

李培瑶俏皮地说，她觉
得用这种方式和父母“官宣”
这件事，挺有意思的。

只有大家好，才有小家安！

这个春节已经是武汉小
伙黄景珉第二年没回家过年
了，去年春节武汉封城，他留
在了宁波，而今年则还有一
丝“责任”的意味。

“关键时刻，安心留在宁
波，也算给防疫工作添砖加
瓦。”黄景珉坚定地说。来宁
波2年，身为吃货的他对宁波
的小海鲜也是“贪恋”至极，螃

蟹炒年糕、泥螺都是他的心头
好。当然，900公里外的那碗
热干面也是小伙子念念不忘
的家乡美味。

在“声音家书”中，他用
方言向父母和80多岁的外婆
送上了春节的问候，浓重的
乡音显得那么特殊。

“作为一位武汉人，这一
年我感觉自己成长了许多。”

黄景珉感慨地说，“只有大家
好，才有小家安！”黄景珉和
家人约定，等到珞珈山樱花
盛开，大家再欢聚一堂。

留下，是为了更好地相聚！
有声亭的不远处就是热

闹繁忙的港口。此刻，大家
都明白：等浪停，船终究会靠
岸。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葛天立 陈旭融文/摄

李培瑶通过“声音家书”和父母“官宣”：我有男朋友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