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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额外加量实打
实，操作规范硬碰硬，现场抽
签定名额。近日，新区考虑到
人才购房需求增加的实际情
况，在原定计划分配六七十个
名额基础上，现增加到 250
个。

从六七十个到 250个，数
字跃升的背后，不仅意味着真
金白银的实打实补助，更体现
出新区对人才的温情关怀。除
优先奖励高层次人才与纳税贡
献企业的名额外，本轮在场的
共 225 名人才抽取 148 个名
额，中签率66%。

“补助力度大，受惠范围
广，政策影响深”是新区人才

公寓政策的三个关键词条。据
了解，新区人才公寓政策自
2015年出台以来，已经惠及
近700名人才。该政策与宁波
市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等政策
相叠加，已成为新区吸引人才
最“硬核”的政策之一。根据
政策，在新区企业工作的顶尖
人才、特优人才、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高级人才、创客人
才、基础人才等各层次人才可
以享受15-80万元不等的高额
购房补贴。

来自温州的周文自大学毕
业后一直在新区创业，作为创
客人才，他可享受到 15万元
的人才公寓补贴，成为人才公
寓政策实实在在的受惠者。不
久后，他的个人账户就能收到
来自新区政府 3 万元购房补

贴，同时，至 2023年，他每
年都将会有 3万元补贴入账。

“对于我们初创者而言，15万
元的购房补贴可是我们安居新
区的极大‘功臣’，在事业起
步阶段，可谓是雪中送炭。”
周文表示，他未来将安居在新
区、创业在新区、圆梦在新
区。

“我们当初在制订政策
时，没有想到新区这几年人才
集聚这么快，人才购房需求增
加这么多，所以原来考虑的名
额有点保守。”新区人力资源
中心主任沈国光表示，将原计
划在五年时间享受人才公寓政
策名额800个左右增加到1200
个左右，充分体现了新区对人
才实打实的关爱。

为把实事做好、把好事做

实，新区人社部门严格依据
《宁波杭州湾新区企业人才申
购人才公寓实施办法》，严格
落实评前通知、会审、公示等
制度，邀请公证人员现场公证
抽签，整个流程严谨、规范、
公正。“我们的操作也是硬碰
硬的，开不了半个后门。自
2015年该政策实施以来，共
有 1300余人申报，经严格审
核每期约有 5%申报人因不符
合条件被刷掉，像这次就有
14人因各种条件不符没有通
过审核，每期有20%以上的人
才落选，但因为我们操作规范
公正，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例有
效投诉，真正做到了中签的人
才满意高兴、落选的人才心服
口服。”沈国光介绍。

政策扶持实打实，操作规

范硬碰硬，换来的是人才对新区
这片热土的认同。受惠于人才公
寓等优质政策，目前新区已引进
院士7人、国家“千人计划”18
人、省“千人计划”8 人、市

“3315计划”系列13人，拥有高
层次人才（硕士及以上学历、副
高及以上职称以及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 5260余人，是8年前的近
10 倍，人才 （大专及以上学
历、初级及以上职称、初级工及
以上职业资格） 总量约 6.12万
人，是 8年前的近 4倍。大批量
人才的涌入，为新区打造“名城
名湾”添加了智慧底气。

新区落实人才公寓政策有“硬核”
各层次人才可享受15-80万元不等的高额购房补贴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通讯员 虞昌胜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
民政局了解到，自去年 4月 1
日《慈溪市医疗支出型贫困家
庭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施
行以来，全市目前共有 96户
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低保
救助范围，共计发放低保金
108.5 万元，免水费 0.76 万
元，惠及更多贫困家庭。

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是指
具有本市户籍的家庭，因共同
生活的家庭成员患病或遭受意
外人身伤害，在提出申请前
12个月的家庭总收入扣除家
庭支出的医疗费用后，人均月
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家庭财产符合当地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
的，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此外，《办法》还对医疗
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家庭成员的
教育费用、住房、生活用机动

车辆等作了特别规定。
《办法》施行以来，市民政

局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印发
宣传手册8万余份，提高民众对
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率。同时，
借助“基层网格”力量，走村入
户排摸认定受助对象，主动介入
救助。依托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和省经济状况核对等工作平台，
进一步规范低保审核审批流程，
加强动态管理，切实保障政策落
地。

此次将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
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在低保准入
门槛上作了适当放宽，实现了低
保对象从“收入型”贫困家庭向

“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拓展。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改变
了以往单纯以收入（财产）作为
贫困的认定标准，将家庭的医
疗、教育支出因素纳入考量，对
贫困家庭的认定更加科学、合
理、全面，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
会救助体系，保障贫困家庭基本
生活。”

我市拓宽低保救助范围

96户医疗支出型
贫困家庭纳入低保

本报讯 服装加工车间里
浓烟滚滚，警报大响，员工捂
住口鼻，赶紧从安全通道撤离
到安全地带……日前，胜山镇
大湾村一家服装加工企业进行
了一场由镇消防队组织的消防
逃生演练。

记者从胜山镇了解到，今
年起，该镇将消防培训送进服
装加工企业车间内，进一步加
强服装加工企业的消防安全意
识，提升人员消防技能。

“以往我们的消防培训以
集中培训为主。”胜山镇消防
队队长胡丰雷告诉记者，从镇
级对服装加工企业业主的培
训到村级对员工的培训，胜山
镇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
培训体系。“集中培训的群众
参与度还是有限，不能做到从

业者百分之百的参与，因此我们
一改‘抽上来培训’模式，探索

‘沉下去服务’。”
在消防演练中，消防员向员

工教授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火灾时的逃生技巧等实用技
能，员工一一上前学习，直到
能够熟练操作。这正是消防培
训进企业的特点——注重实
操、覆盖面广。“胜山的服装加
工企业每家从业人员不多，正
好可以对企业里的所有员工开
展一对一、手把手的‘小班化
教学’。”胡丰雷说。一参加消
防演练的企业员工说：“以前只
是知道用灭火器的方法，没有具
体操作过，现在操作过以后就了
解了。”

目前，胜山镇计划将深入全
镇所有服装加工企业车间，推广
消防培训，并且将这种模式与集
中培训相统一，点面结合，筑牢
消防安全网。

胜山服务下沉
送消防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医保骗保零容
忍，守护基金人人有责。”“人
人监督、齐心守护老百姓的医
保救命钱。”……这几天，在
我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定点
零售药店等不少地方，电子屏
和横幅上出现了这样的宣传标
语。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了解
到，这个月，以“打击欺诈骗
保、维护基金安全”为主题的

集中宣传活动在我市蓬勃开
展。

集中宣传月活动 4月 1日
正式启动。当日起，在市医保
服务大厅内张贴和摆放了不少
醒目的反欺诈骗保宣传海报、
宣传展板，工作人员还向前来
办事的参保人员分发宣传资
料，宣传冒名就医、伪造或虚
开医疗票据等都属违规违法行
为。这段时间，市人民医院、
横河镇中心卫生院、宁波市正
源大药房有限公司等我市各定

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也
纷纷行动，利用标语横幅、
LED显示屏等进行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
间内，我市还将开展医保基金
监管宣传进千家活动，全市所
有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
店和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近千个点，集中开展“打击欺
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宣传
活动。

据介绍，医保基金监管集
中宣传活动已在各地广泛开

展。截至4月中旬，共张贴宣
传海报、标语 1200多幅，设
置电子屏 500多个，并向 1万
余人次发放了各类宣传资料。

“4月20日是省定现场宣
传日，我们在市图书馆广场还
有一场大型现场宣传活动。”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说，届
时，除了通过播放专题宣传
片、标语等宣传医保基金监管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同时
向市民介绍欺诈骗取医保基金
行为举报投诉渠道及举报奖励

办法。
记者了解到，目前，《慈溪

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
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已经出
台。根据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市
民对违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属实且提
供的线索是未被医疗保障部门掌
握，并为查处提供主要证据的，
医疗保障部门将给予奖励，并严
格为其保密。举报奖励标准按查
实金额 10%至 15%奖励举报人，
举报电话63938023。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

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活动蓬勃开展 本报讯 唱一曲祖国礼
赞，扬一场优良家风。4月13
日下午，以“溪上慈风·最美
家国风”为主题的慈溪市第二
届“爱与成长”朗读者大赛决
赛在市妇儿活动中心举行。

用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好
家训，传播崇德向善、和谐和
睦的正能量，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为文明慈溪添
彩。本届“爱与成长”朗读
者大赛分为低段组、高段
组、亲子组三个组别，自 3
月初启动以来，经过层层选
拔，共有 30组选手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参与各奖项的角
逐。

朗朗童声，润泽心灵。伴
随着悠扬的音乐，比赛在低段
组《船上的家》的朗诵中拉开
序幕。选手们纷纷登台，通过
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思想、
传递情感、传承精神。作品
《红船领航到黔西》《让国旗高

高飘扬》唱响了主旋律，讴歌了
时代精神；作品《上林湖之绿》
《朋友，我想对你说》将慈溪故
事娓娓道来，饱含了对家乡的热
爱；而《少年中国说》《一封家
书说家风》的咏诵更是提振了精
气神，燃起少年热血，抒发家国
情怀……30组选手的表演或童
趣盎然、或婉转动人、或气势磅
礴，呈现了一场关于好声音的饕
餮盛宴。与此同时，决赛过程进
行网络同步直播，让更多人一同
感受赛场氛围，一览选手风采。
当天，共有约 4600位观众在线
观看。

本次比赛是由市委宣传部、
市妇联、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旨
在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
心的红色文化，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

“爱与成长”朗读者大赛自举办
以来，通过不断丰富全民阅读的
形式与内容，深入践行新时代巾
帼文明实践中心亲子共读理念，
从而加快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步
伐。

“爱与成长”
朗读者大赛落幕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徐梦萱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丁红燕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应路燕 杨岚

本报讯 最近，方太“密
簇直喷型高效燃气灶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获得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鉴定委
员会认为，其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该奖项是为推进轻工
行业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由中
国轻工联合会设立的最高轻工
科技奖项。

方太直喷系列创新实现了
七级火力全面覆盖，从最高
4200W极致爆炒火到最低200W
精致保温火，可满足各种烹饪
需求。在节能环保方面，方太

研发团队将燃气灶的能效已经从
60%提高到了75%，远超国家一级
能效标准，节能效果明显。方太
灶具的点火成功率由94.5%提至接
近100%，松手后也能轻松点火，
无需反复调试旋钮。据项目研发
团队负责人介绍，大火的秘密之
一在于其燃烧结构的核心部件
——蜂巢型火盖。团队买来几十
种锅具，用了十几种金属材料，
四年间进行数千次实验，才有了
蜂巢型火盖。因为火盖不仅要适
应燃气、人工气和天然气三种燃
料，更要充分符合不同用户的烹
饪习惯，还要保证耐高温、耐腐
蚀。最终，由镍铬合金制成的火
盖赢得了用户口碑。

方太高效燃气灶
获最高轻工科技奖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余小芳 周丹蓉

（上接A1版①） 党员邢
红卫是慈溪市中医医院的医
生，去年 12月被选派到兴仁
市人民医院的普外科工作，每
个月要完成100多台手术。尽
管工作繁重，但他还是抽时间
给大家讲课。慈溪市人民医院
的严琴霞被分派在兴仁市人民
医院的消化内科，6个月里讲
了 8 堂大课、20 多堂科室小
课。一年里，一批批慈溪名医
来到兴仁，或帮扶或交流，给
兴仁市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传
授知识和技术，累计开课四五
百次，培训人员超千人次。

医院有“名医讲堂”，学
校有“名师讲堂”。慈溪市杨
贤江中学高级教师黄百央的
思政课在兴仁市掀起热潮。
每次自愿报名上课的人数总
会远远超过班级能容纳的
量。有着 20多年教学经验的
黄 百 央 是 德 育 专 家 。 2010
年，她被授予“全国中职德育

先进工作者”，曾多次参加全
国性班集体建设会议。去年
10月，黄百央来到兴仁市凤
凰中学支教，在校内设立了

“情感教育与班集体建设”工
作坊，带领学校 20多个党员
开展思政课的教学。从此，她
的思政课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风靡了安龙和兴仁的多
个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名师
讲堂”。

除了上好思政课，作为一
名党员，黄百央把党建和课堂
有机结合起来。经她牵线，慈
溪普高组的4位名师到兴仁开
展了“35天”的支教，本地
的3名检察官成为“成长法治
导师”到工作坊讲法治课。在
她的推动下，“名师讲堂”和

“名医讲堂”等联合起来，本
地医生或帮扶专家被请进校园
授课。今年3月，黄百央招募
了 10 名“心灵导师”志愿
者，不定期为学生提供个体或

团体的志愿服务……“名师讲
堂”的外延不断扩大，工作坊
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校外的

“协同教育共同体”日益庞大。

项目+支部：
党建成脱贫驱动力

兴仁市潘家庄镇的高山上
有一个 5000多亩的蓝莓种植
基地，那里建有贵州福泽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共有 4
名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却
肩负着帮助100多名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使命。

这个支部的建立和帮扶工
作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2018
年，慈溪帮扶资金300万元实
施兴仁市潘家庄镇蓝莓种植扶
贫项目，新增种植面积 500
亩，按照“党支部+基地+合
作社+企业+贫困户”模式来
运作，利益联结贫困户100多

户。这些贫困户通过土地流
转、优先就业、固定分红等方
式每年有一两万元的收入。支
部书记刘春临说：“这种模式
能够体现党员的引领作用，在
党员的带动下，贫困户的积极
性明显提高。”

东湖街道在水一方社区是
兴仁市 2014年度生态移民搬
迁与 2016年度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共有 1975 户 8291
人。慈溪帮扶资金250万元实
施的兴仁市新市民综合服务中
心装修建设项目就在这个社
区，包括新市民展览馆、便民
服务中心、新市民办公室等，
党员活动室也设在服务中心。

“感谢慈溪对兴仁的帮扶，为
我们社区建设这样一个综合性
的智能化服务中心。”在水一
方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玉奎说，
党员活动室是社区 60多名党
员的新家，也是他们的加油
站，让他们更好地带动社区里

的新市民发家致富。
“2018年的8个产业项目都

建立了党支部，充分展示了党员
的先锋示范作用，使党建扶贫真
正落到实处，切实加快了帮扶地
的脱贫步伐。”我市挂职干部、
兴仁市扶贫开发办副主任黄国军
说，为助推兴仁市脱贫攻坚工
作，慈溪帮扶工作组创新推出

“党建+扶贫”组织建设，根据
帮扶地的特点和实际需求，设立
党支部，建设思想阵地，形成了

“一个阵地、一个讲堂、一个结
对、一个活动、一个导师团、一
个技术创新、一本日志、一个学
习计划”的帮扶新机制。

扶贫路上布满艰难险阻，但
就有这样的一群人，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凭着干事创业的决
心、坚忍不拔的毅力、锐意创新
的勇气，愣是在资源匮乏、产业
落后、贫瘠荒芜的黔西南州种下
脱贫致富的种子，用颗颗红心托
起美好富强的明天。

（紧接A1版②）有了史料，村
里的后辈子孙可以追溯革命历
史，缅怀先烈事迹，能够让红
色精神永远流传。而在村庄未
来的长远发展中尤其是当前村

庄建设中，贤江村将更加突出
保留红色历史文化的遗存，再
现曾经的历史面貌和真实内
容，切实让新农村建设留下

“红色记忆”，传承好这片革命

土地上的“红色精神”。

村（社区）小档案：
2000 年，原贤江村 （分

江市村）、辉弄村合并成为贤

江村。村域面积 1.75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 3083 人。贤江
村以生产五金、塑料等工业产
品为主，走多元化结合的路
子，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近

年来，该村先后创建成浙江省卫
生村、宁波市全面小康村、宁波
市文明村等。2018 年，贤江村
被市新四军研究会授予“红色名
村”称号。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王淑妮

4月13日上午，志愿者在
上林湖栲栳山健身步道边捡拾
垃圾。当天，爱心壹加壹志愿
者 协 会 在 这 里 进 行 “ 环 保

‘捡’爱·举手之间”环保志
愿活动。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陈邦强

通讯员 岑孟聪

观赏美景
带走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