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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相 声 界 “ 网
红”，说学逗唱齐上阵的德云
社专场演出；杨梅节开幕式
上，大咖云集，欢乐不断……
夏日已至，杨梅节的系列活动
已经紧锣密鼓地排上了日程，
届时，美味的杨梅与丰富的演
出将共同为市民打造一个缤纷
的六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也是开启文化体育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划时代的一年，
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
今年将推出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第五届越窑青瓷文化节、

重大体育赛事、杨梅节等四大
系列共计 25 项节庆赛事活
动，以大活动营造大声势，丰
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新城河畔，体育场与体育
馆交相辉映，一场场盛大璀璨
的文体赛事，曾照亮场馆上方
的夜空。如今，这里将迎来全
新的运营模式。“市体育馆引
进了第三方专业公司深圳世
纪飞歌有限公司，通过场馆
的深度运营多元融合、第三
方承办运营的方式，开展商
业类文艺演出的合作运营。”
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依托第三方运营大型演
出活动的丰富经验和演艺资
源，体育场馆将在杨梅节期

间推出系列演唱会等“重头
戏”，并排出了全年 10 场活
动的节目单，将以更优惠的
票价、更优质的演出，为市
民提供家门口的高质量大众
文化活动。

在公共体育场馆走出运营
机制创新的同时，一系列高规
格的体育赛事也将鸣枪开赛，
上演速度与激情、挑战与超
越。首度举办的大湾区自行车
公开赛，将以赛事的形式，借
力我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影响
力，宣传推广慈溪城市形象。
此外，国际男篮女篮对抗赛等
高水平赛事在慈溪举办，国家
篮球队队员齐聚，届时央视等
平台的转播报道，慈溪声音、

慈溪形象将得到更为深层次的
推送。

金秋十月，祖国华诞。从
主题文艺巡演到经典影片展
映，从十大青年歌手大奖赛到
全民艺术嘉年华，贯穿全年的
系列文化活动，深入基层、
贴近百姓。全市文艺工作者
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抒
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
感，讴歌为美好生活努力奋
斗的高涨热情，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秘色瓷都，智造慈溪，秘
色瓷这块“金字招牌”今年将
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来自
故宫、法门寺等博物院（馆）
的 40 件珍贵秘色瓷文物将

“回家团聚”，上林湖青瓷文化传
承园开园迎八方来客，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研讨秘色瓷学术研究成
果……第五届越窑青瓷文化节可
谓看点多多、精彩纷呈。以秘色
瓷为纽带，“沿山风情”“国药养
生”“特产美食”“智能制造”等
特色资源将串联起来，加快“文
旅体+”业态融合的培育速度，
用产业化的路子扩大秘色瓷品牌
影响力。

“以重大活动、重大项目、
重大创新为依托，市文广旅体局
将不断提升产品供给力、产业竞
争力、品牌影响力，以更丰富的
活动、更优质的服务，打造文化
慈溪，实现文化惠民。”市文广
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大系列25项节庆赛事活动

文化慈溪今年好戏连台

本报讯 “威风锣鼓豪情
飞扬，巾帼红妆英姿飒爽。紫
气东来幸福小康，吉星高照金
玉满堂……”听着村歌《祝福
金堂》走进宗汉街道金堂村，
所见所闻之余别有一番感触和

思考在心头。
从油灯盏变成了节能灯，

小瓦房变成了小别墅，泥巴路
变成了水泥路，“11路车”变
成了小轿车……回首曾经的艰
苦岁月，对比几十年前与现
在，新老金堂村村民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起金堂村今天的幸福生

活，老人们的感受来得最为直
接。在该村居家养老日间照料
中心，记者看到老人们正在这
里安享晚年生活，棋牌活动
室、夕阳红爱心理发室、综合
活动室、室内康复训练室、室
外健身区、午间休息室、洗衣
房、厨房餐厅等一应俱全，从
娱乐、理发、锻炼等多方面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现在，老人
们不出村就能安度晚年，为年
轻人解决了生活后顾之忧。

幸福是一种物质享受，更
是一种精神富裕。记者走进该
村占地1000平方米、投资250

万元的文化礼堂，典雅大气的
建筑风格，现代化的灯光设
备，功能齐全的“两堂、五
廊、一场馆”，尤其是“村史
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
贤”“美好家园”等令人印象
深刻，无不折射出浓郁的金堂
风格、金堂服务。目前，以村
社区服务中心为中心，形成了
集社区服务、医疗卫生、休闲
养老、文体娱乐、慈孝文化、
乡风传承等多种资源于一体的
村级综合文化中心，成为金堂
村村民的精神文化活动中心。

威风锣鼓振天吼，巾帼英

姿美名扬。在金堂村，有一支文
体队伍令人备感自豪，那就是巾
帼威风锣鼓队。从绸子舞到腰鼓
舞，从民族舞到迪斯科，她们用
轻盈的舞姿展现了美丽的金堂风
采。自 2003年成立至今，已参
加过近百次演出，在各类大型文
体活动中屡现英姿。2008 年，
她们作为宁波市唯一的文体队
伍，受邀参加奥运火炬过杭州湾
跨海大桥的隆重仪式。奔走球
场，挥汗如雨，敲锣打鼓，载歌
载舞。“现在，村里有了舞蹈
队、足球队、篮球队、门球队等
队伍，（下转A2版③）

金堂村——

“金玉满堂”幸福来

本报讯 前不久，市人力
社保局组织我市名企再出发，
赴安徽合肥参加硕博人才对接
洽谈会。此次参会引得不少硕
博人才前来应聘，为我市企业
揽得了10名硕博高才。

针对当前企业高技能、高
层次人才招录难问题，市人社
局通过深入企业调研，精准摸
清企业用工引才需求，多次组
织名企抱团“进军”大城市诚
招“千里马”，缓解企业招才
引才难。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向
是高端人才的集聚地。如何从
这些城市引进“高精尖”人

才，是我市近年来着力攻克的
重点和难点。去年 10 月份，
市人社局制定并实施“慈联沪
通、才聚上林”——慈溪市
2018年组团赴上海高校人才
招聘计划。10 月 18 日和 19
日，市人社局精选了在上海
学子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公
牛、慈星、福尔达等我市名
企，以及与高校专业特色匹
配的一些实力企业，组织 38
家企业前往华东理工大学和
上海理工大学招才，吸引了许
多高校人才的目光。招聘会
上，还大力宣传人才“先落户
再就业”“自愿原则下全家落
户”等宽松引才政策，增强上
海人才在慈的归属感。两天时
间，我市企业与 73人达成初

步意向，其中硕士、博士达
55名。

求贤若渴的慈溪招才步伐
一直没有停歇。今年 3月份，
市人社局再次组织 30家重点
企业赴东莞、广州招才。此
次，该局进一步创新举措，首
次采取“双网+双城”联办的
O2O模式：线上，通过智通人
才网、南方人才网以及微信公
众号，加大宣传力度，并让企
业先期进行线上人才甄选邀
约；线下，分别在东莞智通和
广州南方人才市场开设招聘专
区，进行面试洽谈，为企业有
效节约了招聘时间和成本，同
时集中式招聘针对性、时效性
更强，提升了招聘成效。赴粤
揽才活动中，企业累计线上收

到简历 600 余份，邀约面试
120余人，线下收到简历1200
余份，达成意向270余人。

为引进更多我市紧缺的高
学历人才，满足众多民营企业
转型发展需要，今年4月，市
人社局大胆尝试，组织6家名
企赶赴合肥，首次进军硕博人
才对接洽谈会。“此次对洽会
集聚了大量高校、科研机构和
国有企业的硕博类高层次人
才，我市企业如能从这样高档
次洽谈会上抢得人才，就赢得
了企业发展先机。”市人社局
有关负责人说，可喜的是不负
众望，10位硕博人才与我市
企业达成初步意向。

“通过组织慈溪名企抱团
走进大城市招才引才，最大限

度激发人才的关注和参与度，形
成集群规模效应，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顺利揽得高技能、高层
次人才。”市人社局负责人表
示，随着近年来慈溪经济转型升
级，打造了一批上市企业、高新
技术公司，同时加上优越的区位
交通、优惠的人才政策，吸引越
来越多高层次人才把目光投向慈
溪。今后，我市将加快推进与大
城市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人才交流与合作，服务企业，引
进人才，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
企业转型升级储备力量。

市人社局着力缓解企业招才引才难

名企组团“进军”大城市揽高才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徐圆圆 顾雄辉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罗柳红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政协举行主
席会议，专题协商我市低保、低边扶持
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主席陈杰峰主持
会议，副主席许文东、何月祥、岑剑
国、王益女、李湘虹，党组成员高文武
等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市民政局关
于近年来我市低保、低边扶持工作开展
情况的通报。我市自 2011年在全省率
先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后，至目前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提高至每人每
月 792元，增长幅度累计达 68.5%。同
时，还建立健全了低保边缘户救助、物
价补贴、节日补贴等制度。2018 年，
全市支出的低保、低边等救助资金惠及
困难群众43.2万人次，城乡困难群体基
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市政协主席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市低
保、低边扶持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会议
建议，要整合各部门资源，精准施策，
提高综合效率；围绕脱贫目标，形成

“输血”和“造血”互补的整体格局；
严控入门关，完善审核流程，方便服务
群众。要加大投入，聚焦困难群众消费
需求，尽可能把各类补贴、补助同实际
社会消费水平挂钩；注重精神等其他需
求，切实解决就学、就业等问题；发挥
公共财政资源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要广泛宣传，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动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组
织等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引导、鼓
励民营企业等各行各业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扶贫济困，使更多贫困群众脱贫；
通过党团员带头，社团组织带领，让更
多的人帮助困难群体，真正形成众人拾
柴火焰高的帮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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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景锦

本报讯 日前，我省发出
《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高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记者从有关
会议上获悉，今年全市共有
5963 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其中，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4784名，高职单考单招考生
1179人。

今年高考考试时间安排：
6月 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
数学；6 月 8 日下午考外语
（考试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
生）。具体考试时间按教育部
规定执行。选考科目考试时间
按选考相关规定执行。

2019 年浙江省统一高考
招生报考科类分为普通类、艺
术类、体育类。普通类考试科
目为 3门必考科目和 3门选考
科目。艺术类、体育类考生除
文化科目外，还须分别参加艺
术类专业考试和体育术科考
试。

其中，必考科目：语文、

数学、外语 3 门。外语分为英
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
西班牙语，由考生从中选定1个
语种参加考试。各语种均含听力
考试。

选考科目：考生根据本人兴
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的要
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
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
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 3
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
150 分，按得分计入考生总成
绩；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每门
满分100分，以高中学考成绩合
格为赋分前提，根据事先公布的
比例确定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
3分，起点赋分40分。考生满分
750分。

语文、数学提供一次考试机
会，成绩当次有效。外语和选考
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成绩 2
年有效，考生自主选用其中1次
成绩。

（下转A2版①）

2019年我省高招政策出台

我市5963名考生
报名参加高考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陈旭辉

本报讯 昨天，我市举
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
布城市形象标识体系——

“秘色瓷都 智造慈溪”为
城市形象口号，以“C”字
母为核心的八棱净瓶图案为
城 市 形 象 Logo。 与 此 同
时，慈溪城市品牌形象识别
系统正式上线。

城市形象标识是一个城
市独特文化和精神的直接展
示，是城市品牌的外在形象
代表，是城市的识别符号。
城市宣传口号“秘色瓷都
智造慈溪”集中体现了慈溪
城市文化和经济的特点，亦
表达了对城市未来发展的预
期和向往。“‘秘色’两字
成功提炼了慈溪最具文化特
色的亮点——秘色瓷，‘智

造’则是慈溪最具代表性的经
济特征。”在发布会现场，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办主
任赵科介绍，慈溪将秉承古人
的智慧，传承和发扬先进的制
造技术，让慈溪“智造”再次
惊艳世界。同时，该口号也有
利于扩大我市越窑青瓷文化产
业影响力，助推越窑青瓷申遗
工作。

城市形象 Logo 则以慈溪
首字母“C”为创意核心，巧
妙地将秘色瓷融入其中，通过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结
合，既体现慈溪悠久的历史底
蕴，也表达慈溪蓬勃发展的未
来，具有多重涵义。“‘C’
既是慈溪，又是瓷器，也代表
了中国，表明慈溪是古丝绸之
路的启航点，‘C’还代表了
慈孝文化，是对慈溪的慈爱之
心最直观的诠释。”中国美院

设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副主任吴炜晨解读道，“C”
呈弯形且开口有力，既代表了
慈溪走在湾区经济发展的最前
沿，又彰显了慈溪开放、包容
的城市精神；“C”的外形与
轴承、密封件、汽车配件等现
代产业十分契合，代表了慈溪
蓬勃发展的制造业；“C”代
表 create （创造），与城市口
号“智造慈溪”相契合，图案
中间镂空为秘色瓷最知名的代
表作品“八棱净瓶”，与城市
口号“秘色瓷都”相得益彰。

据悉，为让城市形象标识
体系惊艳亮相，我市组织相关
领导、专家和媒体，用了近两
年的时间，对慈溪城市形象定
位和发展框架进行系统研究，
最终确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形象口号和城市形象 Logo。
目前，该套形象标识已向浙江

省版权局进行注册备案，申请
了著作权和版权保护。

当天还同步上线了慈溪城
市品牌形象识别系统，全面多
层次地规范了慈溪城市形象标
识在各种场景中的应用规范。
今后，我市将在各类重大活
动、城市宣传、城市窗口、公

共建筑、公共设施、荣誉信
用、公务系统、对外交往等领
域使用慈溪形象标识。近日发
布的《慈溪市城市形象标识使
用管理办法》对城市形象标识
的使用范围、使用用途，非商
业目的和商业目的使用进行了
明确。

慈溪城市形象口号和Logo正式发布
城市品牌形象识别系统同步上线

■全媒体记者 陈益维

本报讯 蒋浩是浙江月立
电器公司装配1车间的一名班
组长，手下有 30 多名员工。
每天的早会上，蒋浩总会不厌
其烦地将需要注意的生产安全
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安全
是他口中频率最高的词汇之
一。除了生产线上的安全，员
工内部的争吵他也要调停。

“一旦员工发生争吵，我会第
一时间将他们带离现场，倾听
双方的意见，再进行说和。若
是在日常得知彼此有嫌隙，也
会从中调和。无论是争吵还是
抱怨，都可能引发矛盾，我要
做的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萌

芽状态。”
如果将公司划分成一个个的

网格，蒋浩的角色就是一名“网
格员”，在月立，像蒋浩这样的

“网格员”还有 100多名，每名
班组长都是兼职的网格员，他们
是矛盾纠纷发现者、调解员以及
安全监管者。

2017 年以来，月立形成了
一支集矛盾纠纷、劳动争议调
解、消防安全保障、安全生产维
护于一体的矛盾纠纷调解小组。

“我们对这支调解小组实行层级
化管理，管理中心、生产部经
理、车间主任以及班组长，四级
管理将安全责任层层落实。”月
立管理中心总监余杰告诉记者，
（下转A2版②）

月立电器配了
100多名“网格员”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新闻导读

铁面无私的“质监官” >>A2版

初中生演绎英语名剧争当“校园明星”
>>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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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慈溪城市形象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