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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畑畑 整理

微播报

星期一

多云
9℃-19℃

星期二

阴有雨
10℃-20℃

星期三

阴到多云
12℃-23℃

星期四

晴
13℃-26℃

星期五

晴
17℃-28℃

员工发生工伤是否影响工伤保险费率
胡女士：单位有员工发生工伤，请问会对下个年度的工伤

保险费率有影响吗？工伤费率按什么计算？和发生工伤的金额
有关系吗？

答：根据慈人社发〔2016〕 5号文件关于费率浮动办法中
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
发生率、安全生产管理、职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确定其工伤
保险费率，并根据上述因素变化情况，一般每年确定一次其所
属行业内的费率档次，确定后档次所对应的费率自下年度的5
月1日起执行。具体见附件慈人社发〔2016〕5号文件。

外地户籍可否在慈读高中
黄先生：我是外地户籍，小孩在慈溪读初中，目前没有在

慈溪缴纳社保，如果小孩要在慈溪读高中，家长需要缴纳社保
吗？

答：根据今年的中招政策，户籍在市外的学生，在慈溪参
加中考并就读普通高中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三年初中学籍
在慈溪；二是家长在三年内必须有一年以上的社保缴存。如果
达不到这两个条件只能就读职业高中。

个体工商户可否缴公积金
胡女士：请问个体工商户可以办理公积金开户业务吗？需

要每个员工都参加吗？
答：个体工商户可以办理公积金开户业务，一般缴纳社保

的人员都应缴纳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转入情况如何查询
马先生：我今年 2月办理的外地公积金转入慈溪的业务，

我现在想查询一下公积金转入了吗？
答：公积金转入可以在网上查询，登录：宁波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进“个人网上业务政务服务网入
口”，按步骤登录成功后，可在“查询”中的“个人明细查
询”里，查询到个人明细记录，其中就有是否转入的记录。一
般公积金转入需要1个月左右时间。

硫酸锌糖浆可否报销
冯女士：我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保，在市人民医院看门

诊配了 4盒硫酸锌糖浆，但是没有报销一分钱，请问是为什
么？

答：该药是限用药，限有
锌缺乏检验证据的患者，限用
符合就可以报销。

（以上信息由慈溪 81890
工作人员提供答复）

网友“钢镚儿”通过本报
微信公众号后台报料：横河镇
上剑山村一处山头住着成百上
千只白鹭，自4月初白鹭开始
下蛋以来，不少附近居民纷纷
上山“捡拾”鸟蛋，致使白鹭
屡屡受惊吓。

全媒体记者杨贯全媒体见
习记者姜鹏核实报道：4月12
日上午，记者沿着建东路轻易
就找到了网友提及的这处山
头，它位于市殡仪馆正南方。
山不太高，海拔约100米，山
头北侧是一片梨树园。站在山
下向上望，不时能看到白鹭飞
起，听见白鹭发出的阵阵鸣叫

声。
记者以购买鸟蛋为由，在

山下询问了一位当地妇女。她
告诉记者，头天才上山“捡”
过鸟蛋，现在蛋里的鹭鸟已经
成形。之前捡到的都是纯正的
鸟蛋，“口味地道、营养也更
好”。

通过梨园上山，东侧是一
片茂盛的树林。主要是一些松
树、栎树等本地常见树种。原
生态的树林里灌、乔、藤、蕨
类齐全，看上去很密实，与铁
丝围栏一侧精心打理过的梨园
大相径庭。树林里白鹭很密
集，初步估计有五六百只，低

矮的树梢上能看到密布的鸟
巢。白鹭显得很怕人，距隔还
有十多米就受到了惊扰，从树
枝上纷纷扑腾着飞出老远。在
山顶一处泵机房的东侧，记者
找到了一处人为造成断裂的围
栏。

当天傍晚，当记者再次来
到这处山头时，梨园主人谢
师傅正在喷药除草。他看到
记者就问是否是来“捡蛋”
的？得知记者来意，谢师傅
告诉记者，他承包这片山林
有五六年时间了，白鹭最多
的时候可达数千只。这段时
间时常有人破坏铁丝围栏，

穿过梨园，到西侧的密林里
“捡蛋”。为此，他专门沿着
铁丝围栏又种了一溜枸杞，
指望长大后能拦住村民捡蛋
的步伐。

据杭州湾生态站鸟类专
家、慈溪市野保会副会长焦盛
武博士介绍，白鹭是受国家保
护的野生鸟类，它的蛋并没什
么特殊的营养。眼下白鹭正处
于繁殖期，非常敏感，容易受
到惊吓。发现鸟蛋被偷盗后，
白鹭只能继续补充营养、再次
产蛋，对身体会造成很大负
荷，后面孵化成功率也会急剧
降低。

记者就此联系了市森林公
安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该局
陆警官表示，根据《野生动物
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偷盗鸟
蛋等干扰鸟类栖息繁衍的行
为属违法行为。对这一片白鹭
聚集的山头，森警将加大巡逻
力度，树立警示标志，对周边
居民进行宣传教育，也呼吁广
大市民朋友能够爱鸟护鸟，守
护好我们共同的生态环境。

上千只白鹭山头产蛋屡受惊吓
森警表示会加大巡逻力度，呼吁市民爱鸟护鸟

本报讯 “绿杨烟外晓寒
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刚过
去的周末天气晴好，慈溪进入
人间最美四月天，春游赏花正
当时。各大公园、步道，踏青
散心的市民比比皆是。

入春以来，多种春花交替
开放，让人目不暇接。本地大
片种植的油菜花、桃花、梨花
已经先后度过了盛花期，当下
早樱谢幕，晚樱开得正艳。天
气方面，则时不时地冲击一下
30℃的“高温线”，提前感受
一番夏季的炎热。

本周我市晴多雨少，气温
在工作日内处于上升通道。预
计周四在暖湿气流的加持下，
气温提升至30℃附近。接下来

免不了一番雷阵雨对流天气的
戏码，想必大家都已经熟悉
了。

气温稳步提升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

预报显示，今天还在延续昨
天以来的好天气，多云，气
温 9℃-19℃。明天转为阴有
雨天气，气温 10℃-20℃。市
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明天
慈溪处在湿区北缘，雨可能
会下一点，但雨量不会太大。

到了周三，随着雨水告一
段落，气温将攀升至 12℃-
24℃。一般来说，白天最高气
温在 20℃-24℃之间，无论晴
雨，体感上都属于较舒适的天
气。在春秋两季，意味着冷暖

气流都没明显影响，属于自然
升温。即便下了雨，对出行造
成一定影响，也谈不上对气温
的打压。

周四有了偏南风气流助
阵，我市会出现两天的连晴天
气，云量几近于无，阳光耀
眼，天空湛蓝。气温也是水涨
船高，最低气温 13℃-17℃，
最高气温 26℃-28℃。在浙北
地区，不少城市预报了30℃的

“高温”。
知名微博气象博主@中国

气象爱好者表示，这一轮升温
是暖湿气流的强烈反弹。华南
地区将从前汛期的连绵大雨中
得到两三天的喘息之机。预计
冷空气周六杀到，届时由北往
南又会出现一次大规模强对流
天气。

本周六迎来谷雨
本周六，将迎来农历二十

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谷雨。谷
雨是“雨生百谷”的意思。此
时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
种，最需要雨水的滋润，所以
说“春雨贵如油”。谷雨这一
节气的命名，反映了在过去农
耕时代，人们对好天时的期
盼。

“ 清 明 断 雪 ， 谷 雨 断
霜”。从气象上来说，谷雨节
气的到来意味着强大的寒潮
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
快。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
节气，也是南方仲春与暮春的
交接期。柳絮飞落，杜鹃夜
啼，牡丹吐蕊，樱桃红熟……

自然界的景物在告诉人们，
时至暮春了。

回过头看，今年的春天，
真没出现过什么了不得的倒春
寒。倒是3月下旬，就已经出
现了一次 30℃+的高温。整体
来看，我市入春以来的气温应
该是偏暖的。另外，天气预报
显示，谷雨这天有雨，天气还
算应景。

从更大范围来说，本周
我国主要降水区域还是在华
南。两广、闽南地区进入前
汛期，雨水正酣，降水量较
常年偏大。我市尚处于正常
的春天节奏，在迎来一轮大
升温后，又会面临一轮降水
降温调整，回归有晴无热的
春天。

气温稳步提升 周四提前体验炎热夏天

微 信 网 友 Dudu 嘛
嘛：红豆、黄豆、玉米、
南瓜、瓜子、芝麻、菠萝
蜜……看谁最顽强。

（4月13日14时58分）

@慈溪小 S 大夫：
社区医养结合，家庭医生
上门来，图为团圈社区家
庭医生在为社区老人提供
健康服务。

（4月12日13时23分）

微信网友虎虎生威：
三北大街高架下，装那么
多太危险了，容易侧翻！

（4月12日13时33分）

@Coral-k:快乐春游，纸飞机的童年 .
（4月12日14时04分）

本报讯 两男子闲来无
事，竟选路边的广告牌当靶
子，边开车边用弹弓发射钢
珠，把多块广告牌玻璃给击
碎。近日，这两名男子因犯寻
衅滋事罪，均被市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6个月。

谢某、屠某都是机动车教
练，平时没事的时候，常在训
练场地用弹弓打可乐瓶玩耍。
2017 年 11 月 14 日晚上 8 时
许，谢某和屠某完成教学后，

开着教练车去龙山镇。当时两
人都因琐事心里不痛快，路过
公共自行车站点，就想用弹弓
打广告牌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
满。两人开车至市慈东滨海经
济开发区一公司附近的公共自
行车站点时，用弹弓发射钢
珠，毁坏该站点的一块广告牌
玻璃。

“因为闲着没事干，正好
手上有弹弓和钢珠，就想拿来
玩玩。”据谢某交代，当时车
速并不快，大概 40 码左右，
他拿起放在车上的弹弓和钢
珠，射向公共自行车站点的广
告牌，只听“砰”的一声，钢

珠打在广告牌的玻璃上了。然
后，他们继续开车前行，因为
车上只有一个弹弓，两人轮流
玩，又朝着右边树丛打了几
次。从龙山回慈东的途中，他
们还朝路旁的废弃厂房打了几
下。

12月3日，谢某从朋友那
里拿来两个弹弓，当天晚上
10时许，两人再次相约去玩弹
弓，以发泄心中不满。两人驾
驶教练车至慈东滨海经济开发
区，用同样的手段，又损毁了
公共自行车站点和公交车站台
上的9块广告牌玻璃。经价格
认定，上述被损毁的10块广告

牌玻璃共计价值近3万元。为
逃避查处，谢某把作案的两个
弹弓都扔进了路旁的河里。

报案人黄某是公共自行车
公司的职员。12月4日中午，她
发现公共自行车站台的广告牌
玻璃被人弄坏了两块，后来又
仔细检查了一下，并查看了监
控视频，发现一共有4块广告牌
玻璃被人为损坏。监控显示，
有一辆白色教练车经过这几个
公共自行车站点后，广告牌玻
璃就出现碎裂。另外，他们还
在现场发现几颗直径1厘米的钢
珠，广告布上还留有小孔，认
为可能是弹弓或气枪打碎的。

12月 4日下午 5时许，慈
东边防派出所接到 110指令，
称在慈东滨海经济开发区附近
公共自行车站点4块广告牌玻
璃被人损坏。12月 7日下午 2
时左右，龙山派出所接到报
警，说有 5个公交车站台的 6
块广告牌玻璃也被人为损坏。

接警后，民警通过查看道
路监控视频和实地调查，锁定
了嫌疑人谢某、屠某。12月
12日，谢某、屠某主动至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
上述犯罪事实，并赔偿了被害
单位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对方
的谅解。

路边广告牌当靶子 弹弓击碎10块玻璃
两男子因犯寻衅滋事罪获刑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路余 史梦诗

■全媒体记者 杨贯

焊花飞舞
在一机械加工厂，一名

焊工师傅在专注地焊接产
品，火光四射，焊花飞舞。

■拍拍小友 胡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