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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5 年，栋哥（化名）17

岁，即将初中毕业。栋哥家境
平平，成绩也平平。母亲对他
说，要么去读职高算了，去学

“开模子”，技术学会了好早点
出来挣钱。

在老一辈人眼里，在北仑这
个“模具之都”，学好模具“不会
没饭吃”。母亲托人给栋哥在塔
峙岙找了一个“老师傅”，空了就
去他厂里跟着。时间一年年过
去，学成后栋哥一直在车间做
工人。看着社交平台上昔日同
学的多彩生活，“说不自卑是假
的。”

北仑很“争气”，模具制造
业持续强劲发展，闯出了一番
天地。

栋哥也很争气，学的时候
很用心，干的时候很卖力，还边
干边学，与时俱进。去年，政府
发放培训券，他免费给自己加
满了技能“油箱”，还收了一个
徒弟。

今年，栋哥34岁，是一家模
具公司加工中心组长，月入早
已过万。

共富是什么？栋哥说，他
可能说不明白，“大概就是像我
们这样本来以为一辈子没啥盼
头的人，通过努力，也开始有了
钱，也开始过得有意思，不用为
生活发愁，也不用再羡慕别
人。”

共富是什么？栋哥其实说
得挺好，共富就是越来越多人
过上好日子。而他的故事也绝
不是个例。

口袋鼓鼓，幸福稳稳。如
今，在北仑各行各业辛勤挥洒

汗水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劳动
收入越来越稳定，综合素质越
来越优异，社会地位也越来越
高，一步步踏上了共富之路。
而这，离不开收入分配结构的
持续优化。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2021年
7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
2025年）》正式发布，提出了推
进“七个先行示范”的要求，其
中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先行示范”。

在这条“赛道”上，北仑把
住“扩中提低”这个关键引擎，

瞄准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
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扩
中”重点群体，以及低收入农
户、困难群体等“提低”重点群
体，积极探索制定专项政策和
激励方案，不断健全就业促进
机制，不断拓宽居民增收渠
道，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
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一步
步充实更多人民群众的“钱袋
子”，让共同富裕更加真实可
见、切身可感。

城 无 业 不 兴 ，人 无 业 不
富。就业是百姓增收的基础，
是“扩中提低”的关键。这一年

来，北仑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的总要求，积极构
建就业优生态，努力激发就业
新活力。

——通过劳务合作、人才引
进等方式，扩大全区就业总量，
新增就业人数36539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2.35%，持续保持低位。

——发挥“甬上乐业”“青
年北仑”政策效能，加强创业服
务，营造创业氛围，让创业有效
带动就业，新增创业实体32554
家，申报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
贴419家。

——依托43家高质量就业
社区（村），加大基层对失业群
体的帮扶力度，做好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工
作，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率
33.50%，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率51.63%。

——深化校企合作，深入
推进“厂中校”、“校中厂”、生
产型实训基地等多样化合作，
并实施“实习+就业”引才机
制。截至目前，共建立区级实
习基地 130 家，市级实习（示
范）基地 25 家，省级实习实训
示范基地 2 家，每年接收实习
生1800余人，实习后留用率达
70%。

作为制造业大区，北仑有
40万产业工人，他们无疑是“橄
榄中腹”，是“扩中提低”的最重
点群体。这一年来，北仑聚焦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模具、高端
装备制造业、绿色石化等优势
产业集群，大力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工人就业
能力和收入水平。

（下转第2版）

扩中提低，鼓起千家万户“钱袋子”
本刊记者 沈焰焰 通讯员 俞 炜 聂梦琦

本 刊 讯（记 者 徐 桂
凤 通 讯 员 黄 琪 媛 陈
红）“申请专精特新小巨人之
前，必须完成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申报吗？”“我们目前
有计划参与国家标准制（修）
订，请问需要与哪个部门对
接？”6 月 21 日下午，大港工
业社区党委主办的工业社区
锋领网格“稳进提质”企业产
业政策宣讲会第一场正式开
讲，大港的“专精特新”企业
及预备役企业负责人带着问
题来到社区，揣着答案心满

意足地走。
活动现场，区经信局以

及 8718 平台的专家老师深
入解读了《优质中小企业梯
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北
仑区（开发区）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等相关
政策。在政策宣讲的基础
上，8718 平台的老师还向
企业分发了产业扶持政策
汇编版 ，涵盖了目前出台
的各项扶持政策以及相关
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真正
帮助企业读懂政策、用好

政 策 ，让 这 些 惠 企 政 策 能
“惠”到实处。

大港工业社区作为全国第
一家工业社区，园区内有546家
企业，其中有不少优质中小企
业，今年已有两家企业完成“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

“我们目前有申报意向，
但是对认定标准及申报时间
不是特别了解。通过这次宣
讲，我们收获满满，发展信心
更足了。”宁波天安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陈光辉
说。

为了精准释放政策红利，
让企业更有政策获得感，大港
工业社区党委联合“锋领网格”
包联服务队落实好三张清单，
即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
单。从企业的“急愁难盼”出
发，牢牢抓住“烦恼指数”，统筹
各方资源力量，常态化提供精
准、便捷的服务和指导。“我们
将继续做优企业服务，做实企
业保障，让企业对政策应知尽
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大
港工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副主
任李婷婷表示。

面对面宣讲释放政策红利

大港工业社区惠企到实处

本刊讯 ( 记者 蔡 晓 馨
通讯员 柯恩)定好闹钟！消
费券又来了！记者从区商务
局获悉，“潮起东海岸·共富
新北仑”消费促进活动于6月
22日上午10点半启动，这也
是我区第三轮的消费券发
放。

据了解，新一轮北仑消费
券区财政共出资1500万元。
从6月 22日起将持续到7月
10 日，市民可在当日 10:30

选择在云闪付、仑传APP“北
仑区消费券”活动页面或建
行生活APP领取。

和上一轮相比，新一轮消
费券的种类有所增加。新增
加了定向餐饮券，共有满500
元减 200元、满300元减 100
元、满 200 元减 60 元 3 种面
值。

此次汽车消费券也有所
升级，最高可减 12000 元。
汽车消费券共有发票金额满

50000 元减 1500 元、发票金额
满 100000 元减 3000 元、发票
金额满 150000 元减 5000 元、
发票金额满 250000 元减 8000
元，发票金额满 500000 元减
12000元等5种面值，有购车意
向的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领取，除了通过线上领券外，还
可以在参加活动的4S店内现场
领券，直接使用。

市民领券后，还要注意消
费券的使用时限。零售消费

券、重点商超消费券、定向餐
饮券、帮扶消费券自领取之日
起 24 小时内有效；线上家电
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 3日内有
效，线下家电消费券自领取之
日起 24 小时内有效；酒店、
文旅 （含影院）、体育消费券
自领取之日起 2日内有效；线
上汽车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 2
日内有效，线下汽车消费券自
领取之日起 24 小时内有效，
逾期作废。

1500万！新一轮消费券来了

本 刊 讯（记 者 查 鹏 飞
邵晶靖）昨日下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程在全区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全
区 要 深 入 贯 彻 国 务 院 食 安
委、省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
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 展 思 想 ， 按 照 “ 四 个 最
严”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
维，坚决筑牢食品安全每一
道 防 线 ， 全 力 为 北 仑 人 民

“舌尖上的安全”把好关、站
好岗。

王程指出，食品药品安全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是老百姓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也是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的基础性工作，抓好食品药
品安全既是重要民生工程，更
是重大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
闪失，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各
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较真碰
硬，主动打破藩篱，互补增强
合力，进一步抓实抓细食品药
品安全各项工作。

王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全方位压实责任，严格落实食药
安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既要全力以赴营造好食药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重振消费者信
心，也要给予新业态新模式审
慎包容，实实在在帮助广大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要全链条闭
环 监 管 ， 严 防 源 头 、 严 管 过
程、严控风险,一方面不断推进
农产品规范化、标准化、品牌
化发展，确保食品源头安全,另
一方面最大程度释放数字化改
革效能，建设更加智慧的食药
安全监管体系，把好进口冷链
食品安全关，确保核酸检测和
消杀赋码“全受控、无遗漏”；
要全社会协同治理，发挥好市
场助推、社会监督作用，深化
食药安全金融征信体系建设和
食药安全网格化监管，建立健
全社会监督员管理制度，树立

“宣也是监管”的理念，营造
“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捍
卫”食药安全的良好氛围。

会上，副区长程展通报了
2021年市、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评议考核情况。

王程在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全力把好关站好岗

本 刊 讯（记 者 沈 焰 焰
成百舸）昨日下午，宁波市政
府党组成员、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
记奚明带队走访调研重点企
业，检查企业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工作,了解企业困难
和需求。他强调，要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
责任，坚守安全底线，要奋力
抢抓政策叠加机遇和破题解
难契机，坚定发展信心，确保
经济平稳运行，确保社会大局
稳定。管委会副主任潘群威
参加。

在宁波万纬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奚明来到运输作业现场，
检查疫情防控和安全防范措施
是否落实到位，并听取企业基
本情况和监管仓入仓流程介
绍。宁波万纬冷链是我省规模
最大的冷链园区之一，库容达
78万立方。奚明叮嘱企业要严
格按照冷链物流防疫标准，严
格落实“人物同防”各项措施，
确保每个环节、每个员工、每件
货物都无疏忽无纰漏。同时他
也鼓励企业不断完善冷链仓储
物流管理系统，积极打造更高
效更智慧的管理服务体系，努

力扩大业务版图。
来到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奚

明考察宁钢展览馆、创新展示厅
和高炉作业控制中心，检查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了解企业发展历
程、产业结构、创新成果等情
况。宁钢是一家从原料到炼铁、
炼钢、连铸、热轧等工序配套齐
全，生产装备水平国内领先的钢
铁联合企业。奚明希望企业始终
坚守安全红线、环保底线，多频
开展安全检修、风险排查，持续
推进环保改造、绿色发展，并在
做强做优钢铁核心主业的同时，
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实现多元
化发展。

奚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
决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既
要抓好疫情防控，杜绝一切防疫
漏洞，也要抓牢安全生产，消灭
一切风险隐患；既要提高关怀频
率，各方联动上门问需，也要提
升办事效率，聚力聚智快办快
结；既要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把
脉对症开方，也要进行举一反
三，梳理解决共性问题；既要支
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做大做
强，也要扶持中小企业，推动产
业迸发活力。

奚明走访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

坚守安全底线 坚定发展信心
全力保障经济稳进社会稳定

数币加速融入市民生活

以梅花品质锻造“梅”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