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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2019年10月9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和慈溪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网 （http://www.cixi.gov.cn/col/
col136084/index.html）公示慈溪高新区至西二泵站连接工程
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地点为：慈
溪市高新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63235395、
58961238。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一九年十月九日

规划公示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力资源交流中心每月10日、20日、30日上午举行定期大型招聘会、每周一至周五举行小型招聘活动，欢迎各用人单位、求职者前来参加。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力资源交流中心10月10日上午定期大型招聘会用人单位需求信息
时间：10月10日08:15—11:00 新址：宁波杭州湾新区机电路498号（南洋小城，利时广场南面） 联系电话：63097673 乘车路线：新区公交2、5、6、8、12号线“利时商场”站下

1、庵东电信：营业员5，中专；
2、吉利汽车杭州湾公司：一线普工50，中

专；特种焊工 5，中专；喷漆工 5，中专；整车
总检工10，大专；

3、华强方特（宁波）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保安/消控员 2，中专；电工/钳工/焊工 2，
中专；票务员/计调员/销售员 4，大专；驾驶员
1，中专；主持人/项目角色演员/景区接待人员
3，中专；人力资源专员/助理 2，本科；会计
1，本科；平面设计师 2，大专；文案策划 2，
大专；甲方土建/测量工程师3，大专；

4、宁波妈咪宝婴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行
政文秘 1，大专；监控管理员 1，大专；化学测
试技术员 1，大专；仓管员 3，中专；配送员
2，中专；冲压科长 1，中专；焊接科长 1，中
专；注塑班长 1，中专；检验员 1，中专；电控
工程师1，大专；

5、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出纳
1，大专；仓管1，中专；

6、浙江奔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1，本
科；业务员3，大专；外贸业务员3，大专；

7、慈溪市贝士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注塑
工50，中专；

8、宁波中源欧佳渔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会计 1，大专；水处理 1，中专；技术员 1，中
专；机械类应届毕业生2，大专；

9、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工程
师 1，大专；模具维修 1，中专；检验员 1，中

专；
10、宁波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开发有限公

司：安全管理员5，中专；
11、宁波市全盛壳体有限公司：车间统计

2，中专；车间主任助理 1，中专；注塑巡检 1，
中专；

12、宁波奥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业务跟
单 1，大专；车间班组长 2，中专；机械设计
1，大专；

13、浙江佳明天和缘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文员2，大专；

14、宁波伊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代
表3，大专；研发助理2，大专；

15、宁波康正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机修工
1，中专；剪板工1，中专；

16、宁波豪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行政
文员 1，大专；工艺技术员 2，大专；检验员
1，中专；线束操作工5，中专；

17、浙江金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仓管员
1，中专；技术工艺员2，中专；注塑工艺1，中
专；上下模2，中专；

18、宁波华力兴紧固件有限公司：包装工
3，中专；

19、浙江世亚燃气阀门有限公司：技术员
5，本科；文员5，本科；统计5，本科；

20、宁波圣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塑
技术员1，中专；

21、宁波杭州湾新区仁博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仓管员 1，中专；检验员 2，中专；记账员
1，大专；工艺工程师1，大专；

22、宁波察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售后工
程师 5，中专；装配技工 6，中专；销售 5，大
专；嵌入式工程师2，本科；

23、宁波格林泰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检
验员5，中专；

24、宁波西文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仓管员
2，大专；检验员 2，大专；研发工程师 5，本
科；测试员 2，大专；主办会计 2，大专；平面
设计1，大专；注塑技术员1，大专；

25、宁波成田合金有限公司：助理会计 1，
大专；财务主管1，大专；

26、宁波费曼电缆有限公司：车间普工 5，
中专；

27、浙江亮心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出纳员
2，大专；

28、宁波康浩家纺制品有限公司：营业跟
单2，本科；

29、宁波芯健半导体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员10，中专；工艺工程师2，大专；IT网络管理
1，大专；

30、宁波良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机台辅
助工2，中专；

31、上海泽纤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
区分公司：数据员2，大专；

32、苏州鲁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

杭州湾新区分公司：仓管20，中专；
33、浙江益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检验员

30，中专；
34、宁波市飞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生

产储备20，中专；
35、宁波杰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检验员 5，

中专；
36、宁波科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会计2，本

科；
37、宁波嘉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检验员 5，

中专；
38、宁波甬向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会计 2，

大专；
39、宁波俊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抛光

5，中专；
40、宁波市北仑区创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杭

州湾新区分公司：客服文员10，中专；
41、宁波乐泽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仓管

5，中专；
42、宁波宏鸣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储备

干部20，大专；
43、宁波杭州湾新区一阁人才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仓管50，中专；
44、宁波尚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仓库员 5，

中专；
45、宁波嘉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销售5，中

专。

经宁波融鑫臻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要求对位
于浒山街道标准地名为“壹江城”的工程项目进行
更名。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在即日起七日内来电来
函反馈。

联系电话：63016948
传真：63016317
联系地址：慈溪市古塘街道青少年宫北路 198

号，市地名办
慈溪市民政局

二○一九年十月九日

地名更名公示

10月8日，长江上首座
双层公路大桥——武汉杨泗
港长江大桥正式投入使用。
杨泗港长江大桥全长4.13公
里，主跨 1700 米，一跨过
长江。大桥上层为城市快速
路，双向6车道，设计行车
时速 80 公里；下层为城市
主干道，双向6车道，设计
行车时速60公里。

■新华社发

长江上首座
双层公路大桥

通车

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
7日电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
台7日报道，土耳其军队当
晚对叙东北部边境的“叙利
亚民主军”目标发动袭击，
未造成人员伤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5
日表示，土耳其将于近日在
叙利亚北部的幼发拉底河以
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以肃
清在叙边境活动的库尔德武
装，并在叙设立“安全区”。

叙媒：

土军队袭击叙境内
库尔德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
电 （记者 王优玲 季小波
李延霞 董博婷）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国的养
老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我国老
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
点已经5年，但市场反应较为

“清淡”。“以房养老”为什么不
叫座？遇到了什么问题？新华
社记者进行了广泛走访调研。

“以房养老”是什么
港澳游、德国游、北欧四

国游，结束了几场“说走就走
看世界”的旅行后，75岁的
康锡雄和老伴去年搬进了北京
市第五社会福利院。

“生活变化天翻地覆，现
在睁开眼就想着怎么花钱。”
作为国内保险版“以房养老”
首单客户，老两口在福利院的
一居室里，说起了 2014年参
加“以房养老”后的生活。

康老向记者出示了保险合
同，合同显示，近 85平方米
住房的有效保险价值约为

274.4万元，两位老人每月共同
领取养老金9118.12元。

幸福人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试点工作负责人赵水龙针对
康老的合同介绍，这单业务基
本流程是，拥有房屋完全产权
的老年人，将其房屋抵押给保
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居住
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
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继承
人向保险公司偿还老人所领取
的给付金本金及其 5%复利，就
不影响房屋的合法继承。

2014 年，北京、上海、广
州和武汉4个城市启动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8
年7月，银保监会将反向抵押保
险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反向抵押保险业务总体运行平稳，
为老年人提供了存量资产转换为养
老资源的选择，让投保老人得到
了实惠，是我国首个形成一定规
模的“以房养老”金融产品。

银保监会数据：截至 2019
年8月末，反向抵押保险期末有
效保单126件，共126户家庭186

位老人参保，参保老人平均年龄
71岁；人均月领 7000余元，最
高一户月领养老金超过 3万元。
目前，共有幸福人寿、人民人寿
2家公司开展反向抵押保险业务。

赵水龙说，幸福人寿“以房
养老”试点以来，投保者中有一半
是无子女家庭或失独老人，这项
业务解决了老年人居家养老、增
加收入、终身年金三大核心问题。

“以房养老”为何不叫座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试点 5年，只有 126件有效保
单，市场反应“清淡”原因是什么？

“以房养老”推广“难”，首
先难在传统观念的束缚。赵水龙
说，中国老年人缺乏主动改善养
老的意识，养儿防老，资产后
传，改变这个观念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蒂
固，这决定住房反向抵押养老更
多体现为一种养老选择。”银保
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中房集团理事长、幸福人寿
监事长孟晓苏认为，“反向抵押

养老保险”规模不够大，主要问
题出在供给侧，许多保险公司担
心风险而不敢进入，但试点表明
这项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

“以房养老”业务复杂，跨
了很多行业，存续时间长，需要
承担很多风险。除传统的长寿风
险和利率风险以外，还增加了房
地产市场波动风险、房产处置风
险、法律风险等，风险因素更为
复杂，风险管控难度较大。“试
点中要过许多‘坎’，做得慢一
点、稳一点，趟路子，摸规矩，
酸甜苦辣都尝了。”赵水龙说。

经济社会环境也是一大挑战。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反向
抵押保险业务环节复杂，涉及房地
产管理、金融、财税等多个领域，
需要多部门协作推进相关配套政策
的制定和落地。反向抵押保险业务
发展走在了前面，而相关法律法规
还存在空白或是一些不适应业务
发展的规定。

如何“破难前行”
有益老人养老

安享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
晚年是每位老人期望的。“以房
养老”有没有发展潜力？如何

“破难前行”帮助老人颐养天年？
赵 水 龙 说 ， 面 对 养 老 压

力，许多老年人对“以房养
老”是有需求的，比如幸福人
寿就有 3000 至 5000 位潜在客
户。目前银保监会慢慢把政策
放开了，由企业决定如何开展
业务。幸福人寿已在 8 个省市
开展了“以房养老”业务，有
些地方政府比较积极，希望在
当地落地，南京等地还出台文
件鼓励开展这项业务。

专家建议，从供给侧加强
对保险公司服务潜力的发掘，
帮助他们认识这个产品的社会
意义与经济价值；从需求端加
大对“以房养老”的流程讲解
和涵义讲解。同时，从立法层
面完善制度对接；由民政部、
人社部、司法部、国土资源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
门进行会商，通力合作针对试
点发现的问题清查政策“堵
点”，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如何看待“以房养老”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7

日电 （记者 孙丁 邓仙
来）美国国会众议院 7日向
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分别发出传票，要求它们各
自按要求提交总统特朗普

“电话门”事件有关文件，
以配合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
弹劾调查。

这 2张传票由众议院情
报委员会经同外交委员会、
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磋商后签
发，要求国防部、行政管理
和预算局在 15日之前按传
票提交有关文件，以供他们
审查白宫此前冻结对乌克兰
军事援助的原因等情况。

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
算局尚未就传票作出回应。

在此之前，白宫、美国
国务院、特朗普私人律师朱
利安尼分别收到众议院发出
的传票，副总统彭斯也被要
求提交有关文件。美国国务
院日前错过了传票要求提交
有关文件的最后期限。

特朗普正身陷一起“电
话门”事件。今年8月，美
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
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
其政治对手、美国前副总统
拜登及其儿子。白宫还采取
某些措施“封锁”二人通话
内容记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在
与泽连斯基通话前，特朗普
命令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马尔
瓦尼冻结一笔价值约4亿美
元的对乌军事援助，马尔瓦
尼随后通过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向国防部、国务院传达了
这一指令，但没有详细解释
缘由。白宫于9月才解冻这
笔援助。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
国朝野。民主党指责特朗普
滥用职权谋求个人政治利益
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
统选举。特朗普则表示，他
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无关
政治，只是因为反腐败。他
还反复抨击弹劾调查是对他
的“政治迫害”。

拜登于 2009 年至 2017
年任美国副总统。他今年 4
月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
被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之一。

美众议院
要求政府部门配合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 安蓓 王雨萧）在重
点满足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同
时，中国正瞄准数量规模更庞
大、需求更为多样化的普通工
薪收入群体，致力于探索一条
更加激发市场活力的中国式普
惠养老之路。

普惠养老服务是在基本
养老服务以外，面向广大老
年人、靠市场供给、由政策
引导的一种服务。今年初，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出普惠养老
城企联动专项行动。这项行动
已于 2019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
资 14亿元，新增养老床位 7万
张，吸引64个城市、119个项目
参与。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
欧晓理说，专项行动“主要解决
广大城市老年人尤其是中低收入
且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在选择养老
服务时面临的‘买不到、买不

起、买不好、买不安’问题。”
根据统计数据，2018 年底

中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49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约
17.9%。

“广大老年人需要价格合
理、方便可及的养老服务。政府
的职责是保基本，同时要调动市
场主体积极性来满足多层次养老
服务需求。”欧晓理说，养老服
务对企业而言投资大、回收周期
长、利润率较低，因此市场供给

的养老服务需要政策支持，才能
扩大供给，满足广大普通群众、
工薪阶层的养老服务需求。

在专项行动中，中央预算内
投资着眼于支持城市整体提升养
老服务能力，对支持项目给予建
设补贴。城市和企业以合作签约
形式明确政策清单和服务清单。
其中，城市政府在土地、金融、
财税、人才等方面提供一揽子支
持政策，其中最有力的是土地或
租金成本优惠；企业需承诺提供

有质量保障的养老服务。最终实
现养老服务价格与当地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退休金、价格指数
变动等挂钩，让大部分老年人可
以享有。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政策支
持，实现企业建设运营成本和服
务价格双下降，既让老年人购买
服务“可承担”，又可使企业提
供服务“有回报”，形成多赢态
势，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
益探索。

中国发力普惠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