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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27—37度
多云转阴
南风4-5级

本刊讯（记者 李 平 通
讯员 曹琭 蒋丹璐） 20天、
20 个专场、近 200 针剂，据统
计，截至 6 月 17 日晚，戚家山
街道 60 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
苗目标接种率超100%。

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保障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让疫
苗接种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
连日来，戚家山街道多措并举为
辖区内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新
冠疫苗提供便捷服务，通过固定
点位、流动接种、上门入户等方
式，有效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5月底，街道第一时间召开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攻坚会，对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
工作进行再分工、再部署、再推
动。各社区各显神通，通过上
门走访、居民微信群、小喇叭、
倡议书等，“线上+线下”立体
宣传的模式，持续宣传接种信
息，全力以赴动员辖区老年群
体“应接尽接”，消除居民疑虑，
提高动员效率，引导老年居民
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取
多种形式，加强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全力提升居民疫苗接种
覆盖率，加快构筑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免疫
屏障。”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戚家山街道：

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率超100%

本刊讯（通讯员 陈骥静
支倩君 记者 郑侃轩）安全生
产事关人民福祉。今年6月是第
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做好安
全保障工作，连日来，霞浦街道
新浦社区积极动员，在各网格内
展开了一系列形式不一、内容丰
富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力推
动安全生产工作向纵深发展。

为提升辖区企业一线员工
的应急处置技能水平，增强应
对突发事故先期处置能力，社

区积极组织辖区临港企业及危
化企业参与全区危化企业一线
员工应急处置技能比赛。“这些
比赛项目紧贴企业生产情况，
都是我们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异
常状况，针对性、实用性、考验
性都很强，为了备赛，我们团队
进行了反复的学习、讨论和练
习。”来自台塑工业(宁波)有限
公司的参赛职工小张表示，参
加这样的比赛，自己和同事的
应急处置能力都有了进一步提
升。

安全教育培训也是企业安
全生产的基础工作之一。与社
区联合，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
公司开展了以“遵守安全生产
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为主题的
安全生产宣讲活动和“安全生
产月”知识竞答活动，进一步提
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能
力。

安全生产不仅仅是企业内部
的事情，同时也关乎社会公共安
全。自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以
来，新浦社区还在各居民网格广

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和隐患排查行
动。除了通过宣传栏和悬挂条幅的
形式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气、用电
等安全，还利用微信公众号、网格群
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强化线上宣
传。“安全生产不仅要在思想上高度
重视，还要在行动上狠抓落实。”为
此，社区还组织人亚先锋志愿者对
辖区的老旧房屋进行了多次排查和
登记，并发动蓝盾煤气检修队进入
孤寡老人、高龄老人家中检修煤气，
全面排查整治居民生产生活中各个
环节的隐患风险。

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排除居民生活隐患风险

新浦社区多形式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刊讯（记者 蔡晓馨 范
晓磊 通讯员 张茜 孙政）进
入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数字人
民币”App，用手机号注册，选
择服务银行，开通“数字钱包”，

“扫一扫”进行付款……近日，
市民小顾一气呵成，在臻源沣
水果世贸店完成了自己“数字
人民币”的初体验。

今年 4月 2日，央行宣布，
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绍兴、
金华、湖州成为数字人民币试
点城市。北仑市民也正式加入
数字人民币的“朋友圈”。

建行北仑分行营业室产
品经理赵丹卿告诉记者，目前
该行围绕生活消费领域搭平
台、建场景，通过开展商户、对
公、个人数币钱包用户的宣
传、支付活动体验，加快推动
数字人民币支付工作开展。

银泰城、印象里部分商户，臻
源沣水果、玛莎米亚、绿姿、欧
文、加贝等商户都在他们的帮
助下开通了数币支付，“为了
吸引更多市民使用数字人民
币，我们还在‘建行生活’、建
行手机银行端的‘约惠甬城’
等渠道推出了数字人民币专
项优惠活动。”

目前，在中国人民银行北
仑支行、开发区金融创新局的
组织和引导下，北仑区内工行、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
行、招商银行七大运营机构正
在积极推进应用场景的建设工
作。截至 6月 16日，全区已累
计开立钱包 6.94 万个，其中个
人钱包 6.52 万个，对公钱包
0.42 万个，支持数字人民币支
付的线下商户 0.15 万个，落地
场景0.15万个。

数币加速融入市民生活
全区累计开立数币钱包6.94万个

本刊讯（通讯员 王 裕 芬
杨阳 记者 郑侃轩）“哈哈，一
年级时的小不点，现在长得比老
师还高！”

“你前几年还是小胖墩！”
……
6月20日，大榭一小6年级

172 名毕业生每人都收到了一

份来自学校的“特殊礼物”——
10 张不同年级时拍摄的个人
照。他们有的小心地将照片收
好，放进书包；有的兴奋地互相
交换传看，感受自己和同学们6
年间的成长与变化。

大榭一小依海湾而建，涛
声伴着读书声，环境幽美。春

天，校园里的一棵樱花树是同
学们的最爱，在各教学楼层的
孩子们，都能透着窗户看到绽
蕊怒放的樱花、闻到弥漫的清
香。每年樱花盛开时，学校的
政教处老师李崇高和教务处老
师吴学军都会为全校的 1000
多名同学，在樱花树下拍下个

人照片，记录下他们在小学生
涯中的成长足迹。

1000 多人，就有 1000 多张
照片，每次拍照，都需要花费一
周的时间，但李崇高却乐此不
疲。“小学是孩子们最难忘的童
年时光，校门口的樱花树花开花
落，迎接一位位新生，送走一届
届毕业生，见证着同学们的成
长，是值得纪念的。”

在学校的电子照片库中，
每个同学的照片都被细致地分
档保存，每张照片都精确地标
注着孩子们拍摄时的年级、时
间等。照片中，不同的动作、表
情、神态，记录着孩子们不同的
心境。每逢毕业季，学校就会
将这些照片印出来，作为毕业
礼物送给毕业生。这份礼物，
也成了许多孩子十分珍视的

“青春纪念册”。
“爱的教育是学校德育的

主旋律，在每年春天为学生和
樱花树拍照，是学校德育教育、
生命教育的一种尝试。希望能
让孩子们看到自己每一年的点
滴变化，感受生命成长的过
程。”大榭一小德育副校长胡舜
佩表示，该活动已在学校坚持
了7年，逐渐成为了一种校园文
化、学校传统，受到了师生和家
长的欢迎。

樱花树下的6年成长记录

大榭172名孩子收到暖心毕业礼物

本刊讯（通讯员 杨 粒
红 王 飞 娜）近日，郭巨街
道开展了“ 烽 火 雏 鹰 成 长
营”启动仪式暨社工策划方
案比拼大赛。来自郭巨街
道党群服 务 中 心、东港 社
区、峰南社区、峙东社区的
8 位社工根据自身经验、各
区域实际，围绕“七一”主题
分别展示策划方案。这也
是“烽火雏鹰成长营”启动
后 ，社工 们 的 首 次 方 案 呈
现。

每位选手针对策划方案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以烽火
红领集市、烽火学院、烽火党
课为抓手，以儿童情景剧、党
员沙龙、青年说等不同形式，
覆盖老年人、儿童、流动人
口、职工群体，推出“四送”

“三个红色”等系列主题，开展帮
扶、关爱、服务等各项活动，并结
合文明典范城市、环境卫生整治、
防疫工作开展等中心工作，使策
划方案亮点突出、实操性强。

“通过活动，我深刻了解到
社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发现自
身的缺点和优势，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机会。”社工陈舒晓说。

据了解，烽火雏鹰成长营主
要面向社区工作者、村 80 后干
部。整个成长营为期 3 个月，以
一周一次的频率，将锋领网格、
社区治理、文明创建、垃圾分类
等主题贯彻其中，通过思考、策
划、实操，全方位来锤炼社工的
综合能力，打造一支专业化、职
业化、规范化的“全能社工”队
伍，在日益重要的社区工作中凸
显价值和能力。

郭巨启动烽火雏鹰成长营

“凯书记，你又来社区啦！”
“凯书记，我们明天需要20名核
酸检测志愿者。”一声声的“凯书
记”，透露出了梅山街道江梅社
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对年轻基层
干部黄凯的认可和喜爱。今年
年初，梅山街道启动“蓝湾成长
营”人才培育计划，以“梅花品
质”为着力点，致力于培育一批
素质高、能力强、实力硬的年轻
基层干部，江梅社区的“第一书
记”黄凯就是其中一员。

如梅花般喜阳
光，向上生长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
气满乾坤”。基层工作任务繁
多、完成时限紧迫，应优先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蓝湾成
长营”注重激发年轻干部生龙
活虎的朝气，培育年轻干部踏
实肯干的品质。

自上任“第一书记”以来，
黄凯用脚步丈量社区，积极下
沉网格、走访楼道，在 60 岁以
上群体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
组织动员社工、党员、志愿者等
力量入户调查，耐心向居民讲
解疫苗接种的必要性，消除群
众疑虑。

此外，他还每周组织一次
社区事务畅谈沙龙，与居民闲
话家常，了解居民所需所求，
切 实 帮 助 居 民 实 现“ 微 心
愿”。同时他还着重关注社区
内的环境卫生、文体活动等情
况，积极参与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联系包联服务队、组织党
群先锋队，协调开展清洁家

园、商圈环境提升、入户宣传
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对工
作保持热情，以乐观的心态踏
实做事，当居民们跟我说他们
拥有了良好的社区氛围和环
境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努力都
是值得的。”黄凯说。

如梅花般抗严
寒，艰苦奋斗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
花扑鼻香”。基层工作上接政
策、下对群众，是两者连接的

“桥梁”。“蓝湾成长营”注重激
发年轻干部敢闯敢拼的锐气，
培育年轻干部有实力、出实效
的才干。

街道组建“支重支大”工
作专班，让年轻干部主动挑起
重担、啃硬骨头，促成拆迁工
作的“加速度”。王磊是街道
支大办的年轻干部，在工作中

能动性强，负责落实过渡房安
置和投资公司协调工作。接
到任务后，他到现场反复查
看，做好居民拆迁相关政策宣
讲，认真检查后续协议签订及
相关手续办理等一系列居民
关心而疑惑的问题。

王磊手头上承接的几项工
作，每一项都是时间紧迫、任
务繁重、情况复杂。“绝不能半
途而废！”这是他在工作中的
口头禅。拆迁工作最怕“钉子
户”，在“拔钉清零”的过程中，
王磊总是以情动人，设身处地
为居民们分析情况，逐条讲解
相关政策，耐心细致地帮助他
们核实相关材料，以决不放弃
的态度积极推进“和谐拆迁”
的顺利开展。“拆迁工作无疑
是艰苦又细致的，落实政策和
维护群众利益两者都至关重
要，在促成项目‘加速度’的同
时，也促进了我个人成长的

‘加速度’。”王磊说。

如梅花般不畏孤
独，独绽芬芳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
芳尘”。基层工作要时刻保持初心，
强化主业主责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确保警钟长鸣。“蓝湾成长营”注重
激发年轻干部自我革命的胆气，严
于律己、慎微慎独、注重实在。

徐可畏是街道纪工委干事，
刚到纪工委时，他不断强化理论
学习，看法规、学条例，做统计、制
报表，查阅往年案例、整理案卷材
料……他严格要求自身，不断扎
牢基层根脉，汲取实践力量。村
社小巷里，时常能看到徐可畏独
自一人拿着一支笔一个本的身
影，走村社了解社情村情成了他
的常态化工作之一，通过借鉴经
验、了解实际情况，更好地指导他
依法办事、协助办案。

在今年1月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徐可畏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实践
和志愿服务活动，协助开展疫苗接
种、核酸检测等工作，并到封控区支
援开展相关防疫工作，在不同环境
下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和自我历练。

“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我也
不断地思考总结，始终不忘初心、不
改本色，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
和党性修养。”徐可畏说。

黄凯、王磊、徐可畏，只是成长
营中众多年轻基层干部的代表，

“蓝湾成长营”积极唱好年轻干部
“引”“育”“留”“用”四部曲，以注重
实在、做到实干、培育实力、突出实
绩的“四实”标准，锻造一支“梅”好
干部队伍，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蓄势赋能。

唱好“引”“育”“留”“用”四部曲

以梅花品质锻造“梅”好干部
本刊记者 刘 唯 通讯员 沈琼云 叶璐燕

（上接第1版）
北仑还制定出台《关于高标

准建设技能北仑的实施意见》
《北仑区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
实施意见》以及《“港城能匠”实
用人才评价认定管理办法》，加
强技能人才认定管理，实施技能
人才岗位津贴，完善技能人才提
升通道，让广大产业工人“劳有
所技”“技有所获”。

2021 年，北仑发放免费培
训券1000万元，投放实用培训
项目90余个，培训各类技能人
才 3.7 万人次。全区新增各类
人才2.3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9264人，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
比重达到 32.3%。目前，全区
90%以上产业工人家庭年可支
配收入超过10万元。

百姓的钱袋子鼓不鼓，既
要看收入涨不涨，也要看医疗、
教育、养老负担重不重。一年
来，北仑全面落实社保惠民计

划，截至目前，户籍人员参加各
类养老保险人数达348639人，
参保率 99.26%；启动儿童友好
城区创建，加强普惠型幼托建
设，学前教育入园率达99%；投
运首个“医养综合体”，“家庭养
老床位场景”被列为省养老服
务数字化改革试点；探索党建
引领先富带后富机制，开展“锋
领惠民”“锋领善治”系列行动，
落实道路改造、水利建设、集体
增收等项目418个，改善了村居
环境，带动了村民致富。

2021 年，北仑城乡居民收
入倍差缩小到1.7以内，家庭可
支配收入10—50万元群体比例
达93.8%，均位居省市前列。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90%行政
村总收入达100万元以上。城
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住
院报销比例达90%、73%，户籍
居民医保参保率99.9%，综合保
障水平全国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