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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CHINA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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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寒假一直在福
建老家呆着不能出门，工作没
着落心里很着急。年初八后，
我陆续收到学校推送的招聘信
息，其中不少还是大公司，就
赶紧开始网投。”宁波大学科
学技术学院的大四毕业生林张
敏没想到的是，疫情带来的担
心很快迎刃而解。一个多月
后，林张敏迎着扑面的春风，
走在了上班的路上。

像林张敏一样收到学校从
“云端”寄来的招聘信息并找
到工作的科院毕业生还有很
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精心部
署疫情期间的就业工作安排，
搭建“互联网+就业”服务平
台为毕业生保驾护航，分群分
类提供精准化就业服务与指
导，鼓励毕业生“家门口”就
业为宁波留住人才，竭尽全力
确保疫情期间就业大局稳定。

互联网+就业
云计算匹配岗位

“我手上有 6 份 offer，另
有一家企业面试后还没有反
馈，不过我已经决定去其中一

家国企上班。疫情期间还能这
么顺利地找到工作，真是没想
到。”林张敏想起这一个多月
的求职面试经历仍然十分激
动。

关注学校信息、跟上节
奏、主动出击，林张敏分享了
她的就业秘诀。她向记者分享
了求职经验：“学校每天都会
推送招聘信息，优质招聘重点
推荐，每周还有信息汇总速
递，其中大部分都很适合我这
样的大四毕业生。”看到中意
的公司后，她在第一时间投了
简历，并通过学院老师寻找
HR 的联系方式，争取跟 HR
直接联系，提高了求职成功
率。

林张敏口中仿佛“量身定
制”的招聘信息是宁大科院针
对疫情这段特殊时期而推出的

“互联网+就业”服务平台。
这套委托第三方开发的全新就
业系统，利用云计算技术为注
册企业和学生提供精准的岗位
匹配，毕业生只要填写简历，
完成求职意向问卷，系统就会
迅速进行供需匹配，向求职者
精准推送岗位信息。系统上线
后，宁大科院通过网站和公众
号发布、企业群发等方式向用
人单位推送 《致用人单位
函》，积极引导企业关注和注
册新就业网。网站加入的企业

数逐渐增多，技术优势体现出
了更高效的人岗匹配和更优质
的双向选择。

重点帮扶
当温暖的“娘家人”

“我收到宁波保税区一家
仓储类企业的面试邀约了，这
是我的第一份面试。”刚迈出
求职第一步的物流管理专业毕
业生张越很是开心。他是科技
学院就业帮扶行动中的一名学
生。疫情以来，学院按照“早
排摸、早动员、早指导、早落
实”的原则，及时开展就业情
况排摸工作，对毕业生进行分
群分类，提供层次化的指导与
服务，特别是对生活困难群体
进行重点备案、重点帮扶。

张越的老家在贵州，就业
环境不佳，老家跟物流专业对
口的工作也很少，家里人更希
望他留在老家考一个事业单
位，谋一份稳定，但张越更想
走出大山，出去闯闯。疫情期
间，他一边帮着家里种玉米干
农活，闲下来就在网上浏览招
聘信息。“半个月前，负责就
业帮扶的老师发来了宁波保税
区重点用工企业针对学校召开
线上招聘会的消息，老师们不
仅鼓励我参加，还帮着一起制

作简历。”他说道。
据了解，宁大科院在疫情

发生后迅速启动了疫情专项学
生困难资助工作，向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以及因疫情导致突发
经济困难学生发放800至5000
元不等的经济补助，解决学生
燃眉之急。另一方面，科院积
极推动人岗对接，通过开展网
络联合推荐活动、组织学生参
加“寒门学子”专场招聘空中
双选会，开展“千校万岗”大
中专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
千方百计为经济困难毕业生提
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扎根地方
为慈溪留住人才

“他的学习能力强，逻辑
思维清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掌握工作流程与工艺文件的编
写技巧。相信很快能够独立行
使挤塑工艺工程师的职责，我
们会努力培养他成为这个领域
的技术型专家。”这是华坤医
疗技术部副经理、资深研发工
程师戚迪波对大四学生蒋奇的
评价。

3月初，蒋奇进入了慈溪
本土制造业龙头企业——新海
集团旗下的华坤医疗技术部实
习。调整产品参数、记录和收

集数据、编制工艺文件……学习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
他做起这些工作游刃有余。

短短一个月的实习表现如何
能让部门经理对蒋奇有这样肯定
的评价？其实，蒋奇从去年7月
份起就已经在学院的安排下进入
该公司，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毕
业实习。那次实习结束后，集团
HR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函，欢
迎他毕业后正式入职。而与他同
专业的樊其辉更是在去年毕业实
习结束后便直接留在了新海集团
工作，成为新海集团国内营销中
心的一名营销储备干部。

自去年搬迁慈溪办学后，宁
大科院与慈溪本地企业合作更为
紧密，积极为地方培育人才。为
了助力地方企业复工复产，宁大
科院积极与市人社局、校友企
业、合作企业对接，掌握用工需
求，广泛动员毕业生扎根地方，
为他们制作网络推荐就业名片，
并面向企业进行精准推送。此
外，科院还搭建线上供需见面
会，帮助有意向留慈的毕业生尽
快实现就业。

“慈溪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热
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毕业生在这里扎根，参与
城市建设，与慈溪共同追梦，对
科院学子自身和地方发展都是双
赢。”科技学院学工部部长沈旭
伟表示。

互联网+就业
逆袭最难就业季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答好疫情“大考”的“就业卷”

本报讯 “果然是春天到
了，水果也多了起来。这菠萝
看着挺新鲜，能放得久吗？要
不给我来一箱四只装的！”昨
天上午，市民俞女士在果批市
场的摊位前选了一箱水仙芒，
又指着一个个黄澄澄的菠萝笑
着询问。随着气温回升和疫情
防控形势不断向好，我市的水
果市场恢复了往日的忙碌，芒
果、菠萝、樱桃等应季水果大
量上市，属于夏季担当的杨
梅、桃子也早早露脸，抢占市

民的果盘。
在教场山路的一家水果超

市，芒果、菠萝等应季水果被
摆在显眼位置。工作人员小吴
介绍，这段时间天气渐热，市
民吃水果的需求增大，加上今
年春季大众水果价格普遍比往
年便宜，店里的水果销售量比
上个月翻了好几倍。特别是刚
上市不久的海南菠萝，目前售
价 2.98 元一斤，很受市民欢
迎，当天搞特价促销的菠萝到
中午就已经被抢购一空。在一
旁选购水果的郑小姐告诉记
者，上个月小台芒售价要6元

左右一斤，“现在这个价格都
能买到两斤了，我家人都很喜
欢吃，几乎每天都会来买，芒
果切、芒果奶昔、芒果布丁换
着花样吃。”

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
樱桃、桃子和杨梅。在开元街
上的一家水果店，售价 50元
一斤的杨梅已经只剩最后三
筐。老板介绍，今年云南杨梅
的均价比去年同期的 60元—
80元一斤降下来不少，而且
当天空运抵达新鲜度有保障，
山东油桃也比往年便宜，均价
在8元左右一斤，很受市民的

青睐。而随着草莓、车厘子的
下市，个大饱满的国产樱桃成
了当季水果界的颜值担当。记
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多为
山东樱桃，均价在 30元一斤
左右，相比去年动辄四五十元
一斤的价格亲民许多。

不过，若是爱吃东南亚进
口水果的市民怕是会有些“心
塞”。特别是产地在泰国、越
南等地的榴莲、释迦果、山
竹、莲雾等水果，都有一定程
度的上涨。“好一点的猫山王
榴莲批发价已经涨到了 38元
一斤，我们的零售价在 60元

左右一斤，普通金枕榴莲零售价
也在 30元左右一斤，进口的释
迦果、莲雾都冲到了 20 元一
斤。这些水果国产的价格便宜
很多，但口感也相对差一点。”
在三北大街的一家水果店，店长
傅先生告诉记者，目前东南亚水
果价格高，买的市民不多，“不
过滞留港口的东南亚水果近期都
将陆续进入国内市场，到时候价
格会有所回落。加上接下去本
地杨梅、樱桃、桑葚、甜瓜、
西瓜会陆续上市，东南亚水果
的价格涨跌对水果店的销售量
影响不大。”

吃厌了秋冬季的柑橘、苹果、草莓？一大拨应季水果正在赶来！

果品换季果市回暖
今春大众水果价廉物美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我
市电梯维保质量，规范引导电
梯维保行业健康良性发展，严
厉打击电梯维保违法行为，确
保电梯使用和乘客乘坐共同安
全，近日，古塘市场监管所在
一起普通的电梯故障投诉中深
究细挖，在综合分析、多方查
询下，成功查处了我市首起电
梯维保业务转包案。

“我们的电梯又‘关人’
了”“平日里老是有‘吱嘎’
的声音”“上个月才修好，这
个月又要修了”……前阵子，
古塘市场监管所接到辖区一住
宅小区有较多电梯故障的投
诉，监管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虽被投诉电
梯的故障已排查修复且处于正
常运行中，但该监管人员以长
远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从故障
检修记录入手，综合分析问题

成因，力求找出对策降低电梯故
障发生率。

在检查过程中，监管人员发
现实际开展电梯维护保养的公司
与电梯安装有关合同约定的维保
责任单位信息不一致。这一问题
立即引起该所的高度重视，通过
对该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单
位、住宅小区房产商、实际电梯
维保单位人员分别进行多次调查
询问后，初步确认了该住宅小区
电梯维保工作涉嫌存在业务转包
行为。

电梯维保业务转包的行为，
容易引发电梯维保主体责任不
明、维保质量把控不严等问题，
甚至可能会因维保不规范不到位
导致电梯发生严重安全问题等情
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古
塘所责令该电梯维保单位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并依法进行了处
罚。目前，该电梯公司已主动终
止了与该小区的电梯维保业务，
小区物业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也重新签订了电梯维保合同。

我市查处首起
电梯维保业务转包案

本报讯 原本核载 19 人
的车厢坐了 25人，这辆从慈
溪出发前往江北的大客车被民
警拦下了。4 月 11 日早上 7
点，宁波高速交警二大队民警
在慈城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
辆大客车有明显超员迹象，民
警连忙让其靠边停车接受检
查。

交警上车仔细清点后发
现，整辆大客车总共挤了 25
人，都是前往江北慈城工作的
务工人员。“我是师桥一家劳

务公司的，送一批务工人员到江
北慈城工作。”司机潭某自称，
由于复工后劳务需求增多，他便
铤而走险多载了6人，想一次性
送到工厂，不料正好被交警查
处。

受疫情影响，为了能更好地
复工和降低生产成本，目前高
速公路都是免费通行，但是在
此期间却还出现如此严重的违
法行为，是驾驶员对交通安全
的极大漠视。最后高速交警按照
规定对潭某处以罚款 100元记 6
分的处罚，对超员的乘客进行转
驳，并约谈公司负责人进行安
全教育。

复工劳务需求大
大客车铤而走险超员

近日，在市体育中心的门球场上，几位老球友聚在一起切磋球技，他们或组队比赛，或
自娱自乐，玩得不亦乐乎。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夕阳风采

2020年慈溪城市形象展示短视
频大赛从一月推出以来，经过了三
期主题的作品征集，收到了很多优
秀的短视频。如今迎来了四月的新
主题：大慈溪，牛家电。慈溪向来
有“家电王国”的称号，你眼中的
慈溪牛家电是怎么样的，等你用短
视频来展示。

刚结束的三月份“文明在身边”
主题，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 48个优
秀作品。其中有体现慈溪文明交通、
文明祭祖、垃圾分类等方面的文明举
动，每个视频都分外亲切，这些事，
这些感动，就在我们身边，经常发
生。通过参赛选手巧妙的构思，唯美
的拍摄，赏心悦目。有的短视频运用
李子柒的拍摄方式，美得像一首现代
田园诗；有的作品像公益大片，无论
从旁白的文字，精准的特写，都抓人
眼球；还有充满创意的选手，用动画
片的方式讲述文明故事，让人眼前一
亮。征集到的优秀作品都在“爱慈
溪”抖音官方账号、慈晓APP、慈溪
发布等平台进行了展示。

四月份主题“大慈溪，牛家
电”，一句单押口号，满满都是慈溪
人的自豪。慈溪是全国最大的小家
电产业集聚区，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小”市场里，已经生长出千亿

“大”生意。慈溪也被冠以“小家电
王国”的称号。“取暖专家”先锋、

“插座一哥”公牛、“全球电熨斗大
王”卓力、“中国高端厨电专家与领
导者”方太……一张张响亮的名
片，都是我们慈溪制造的骄傲。用
你独特的视角、充满创意的构思，将
慈溪牛家电的形象浓缩到 60秒以内
的短视频中，期待看到大家的优秀大
片。

投稿作品要求积极向上，主题鲜明，能从特定角度展示慈
溪人文地理、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等
美好形象。参赛视频作品要求赛前已在抖音、西瓜、腾讯、优酷
等视频网站或其它有影响的平台发布，并提供能够查找到的网址
链接。视频时长原则上不低于20秒，不超过1分钟，可以是专业
影视设备拍摄，也可以是手机随手拍，视频艺术表现形式不限。

大赛奖项多多。月度赛设一等奖 1名，每名奖金 10000元；
二等奖2名，每名奖金3000元；三等奖3名，每名奖金1000元。
年终总决赛（月冠军进入年终总决赛）设一等奖1名，每名奖金
20000元；二等奖 2名，每名奖金 5000元；三等奖 3名，每名奖
金2000元。

参赛者可将视频作品链接及原片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
3427475526@qq.com；或通过qq3427475526发送。邮件正文请附
100-200字的作品介绍（拍摄地点、拍摄日期、内容简介等）和
个人信息（真实姓名、联系电话等）。四月主题投稿截止日期为
4月30日。赛事咨询电话：13858316788。

大
慈
溪
，牛
家
电

城
市
形
象
展
示
短
视
频
大
赛
等
你
来
投
稿

■全媒体记者 孙佳韵
通讯员 宋超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叶涛 谢丹峰

■全媒体记者 胡格格
通讯员 岑果

■全媒体记者 杨昀

■全媒体记者 李佳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