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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扶贫协作挂职干部座谈会举行

港
城
技
能
之
星
近日，宁波市首场模具工职业技能竞赛——
—“港城技能之星”技能大赛在宁职院拉开帷幕。此次比赛分理论知识和技能实操两项，充分展示了参
赛选手的模具设计、工艺、制造水平。党员职工带头参赛，展开技能比拼，形成了学技术、练苦功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模具制造技术人才队伍的
培育建设。
本刊记者 陆东旭 通讯员 贝玲烨 乐莹琼 摄

用脚步丈量民情 以实干凝聚人心
—记春晓三山村合宅社党支部书记柯银龙
——
本刊记者

王涵真

通讯员

放下生意做支书

上班时间刚过，柯银龙就在村
子四处走动着，不时地向村民询问
近况。今年是他任职春晓三山村合
宅社党支部书记的第八年，像这样
的走访从他上任之初一直延续至
今。
“ 你 看 得 出 我 今 年 65 岁 了
吗？” 眼前的柯银龙身形矫健，完
全不像 60 多岁的人。
“这都 是 靠
走出来的，啤酒肚走没了是小事，
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近
了，这才是最大 的收 获。”柯 银 龙
说。

2010年，柯银龙被村民高票选
为党支部书记，他感到十分意外。当
时，他还在经营一家沙场，偶尔也会
承包工程，一年下来有上百万元的
收益，还是十分可观的。
“我去当村
支书，能做得好吗？”面对柯银龙的
疑问，合宅社两委会成员和村民代
表表示：
“你以前做过生产队队长
和集体企业厂长，
办事公道，又做过
生意，眼界广，人又实在，相信你一
定能做得好。”
柯银龙十分纠结，一边是希望
沙场能正常经营下去的家人，另一
边是满怀期待的村民。如果同意上
任，将抛下多年的营生；一旦拒绝，
村民的期望将落空。
“家乡人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十
分可贵，不能辜负。”经过一番思想
斗争，柯银龙下定了决心。他说服妻
子，把沙场的业务转给亲戚去经营，
一切安排妥当后，回乡安心做起了
党支部书记。

立足基层做实事
业态丰富，经营有序；行人车
辆，各行其道……如今的三山老街
俨然成了一个乡村里的“闹市区”。
不仅商业繁荣，环境还特别优美。盖
板下的溪坑流水潺潺，周围砌起了
仿古挡墙，花坛用瓦砾搭成，还为有
浣洗习惯的村民搭建了洗衣亭。今
年初，春晓街道通过省小城镇环境

沈丽丽

综合整治考核验收，三山老街及其
周边是一处重要考核点。
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有着柯
银龙的不懈努力。改造前，老街的
西北口是菜场、学校、卫生院、公交
车站的必经之路，交通拥堵时常发
生。为了方便群众出行，柯银龙向
街道建议是否能在改造中解决这
一问题。最终方案中，菜场有了新
的通道，公交车站迁到了老街东南
面。
“‘面子’ 好看是其 次 ，
‘里
子’漂亮才是重点。整治不是一时
的，要让群众共享整治红利。”柯银
龙把村民想要一座文化礼堂的心声
反映到街道，积极争取用地指标和
资金。
以前，合宅社没有 一 处像 样
的场地可用作文化礼堂，而且受
地形限制，村道尤为狭窄，要在村
子里面建礼堂会给交通带来很大
压力。
最终，经过上级部门审批，在三
山综合体中开辟场地，新建文化礼
堂。蓝天白云状的室内屋顶、降噪的
隔音材料、防滑的仿古砖、85 岁以
上老人的笑脸墙……这些人性化的
细节都是柯银龙和两委会成员一同
商议决定的。文化礼堂建成以后，这
里成了村民的精神家园，基层文化
传播得越来越远。

提升群众获得感
工作干得好不好，要看群众诉
求有没有落实。在日常工作中，柯银

龙一直把村民的意见和反响放在首
位。
三山老街实施“白改黑”工程前
期需要沿街商铺签署同意书，柯银龙
随着工作人员把 100 多户商铺全走
了个遍，绝大多数经营户都表示认可，
可有一户提出了疑虑：
“水泥路改成
沥青路天气热了会有臭味，会不会有
毒呀？”
只要有一户不同意，工程就要延
期开工。柯银龙见状，上前向经营户耐
心解释起来：
“现在的沥青路材质不
同了，质量都是过关的，肯定不会有
毒。”该经营户看到党支部书记出面，
就打算把同意书一签了之，但柯银龙
按住了他的手：
“我是来征求意见的，
不是要你卖我面子，你有疑问很正常，
可以好好考虑一下，确定没有问题了
再签也不迟。”
在柯银龙的带头下，合宅社把
“村民说事”进行到底。凡是涉及资金
在 5000 元以上的事项，都会“搬到”
会议室里公开说明，征集意见。决策事
项完成后，把完成情况通过村民代表
会议及在村务公开栏中进行公开，做
到全程接受群众监督。
柯银龙做书记这些年，沙场收益
并不佳，但合宅社集体经济收入节节
提升。
“集体经济上去了，是村民共同
的福利，因此我要千方百计动脑筋，让
合宅社富起来。” 他说。通过土地承
包、出租集体用房、改善果蔬花木销售
渠道、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集体经济
有了质的飞跃。去年，合宅社集体经济
收入约有 200 万元，比柯银龙上任之
初翻了一番。

志愿填报 26 日启动；招生录取 7 月上旬开始

本刊讯（记者 贾骐帆）日前，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18 年
浙江高考成绩和分数线将于 6 月
23 日左右发布，并提供考生位次号
和各类各段一分一段表查询；首轮
志愿填报 26 日启动；另外，招生录
取将于 7 月上旬开始。
考生位次号，按政 策加 分 项
目（ 适 用 于 全 国 高 校 ）计 入 加 分
值后的总分排列生成。只符合省
属高校加分条件的考生，填报省
属高校志愿时，可按本人当前各
科文化成绩加上政策加分值的总
分（ 艺 术 类 、体 育 类 为 综 合 分 ），
参考成绩分段表测算自己的相应
成绩排位。
首轮填报将于 6 月 26-27 日
进行。所有考生高考志愿均实行网
上填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zjzs.net）为填报志愿的唯
一网站。

本刊讯（记者 陈张坤 通讯
员 王君斐）昨日上午，东西部扶
贫协作挂职干部座谈会举行。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安伟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和
挂职干部，要扛起扶贫协作的政治
任务，创造舒心干事的挂职环境，展
示挂职干部的良好形象。
据了解，根据中央和省市部署，
我区结对帮扶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
和汪清县，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
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等方面精准发
力，全力助推对口帮扶地区加快脱
贫攻坚步伐。其中，
实施协作地区干
部双向挂职交流，是扶贫工作重要
一环。目前，两地间互派了 19 名干
部人才挂职交流，其中，
图们和汪清
在北仑挂职的干部人才 11 人。
座谈会上，区发改、经信、规划、
商务、卫计等挂职单位交流了挂职
干部的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情况，
图们和汪清的 11 名挂职干部人才
畅谈了来北仑后的工作生活情况。
挂职干部人才对北仑区及各
相关部门工作上周到的安排、生活
上无私的关怀表示感谢。他们认
为，在近一个月的挂职过程中，充
分感受到了北仑经济社会发展的
巨大成就，党员干部务实高效的工
作作风。大家表示，要充分珍惜此次

努力工
挂职锻炼的机会，认真学习、
作，把北仑的好经验、好做法、好作
风带回去，并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为东西部扶贫协作作出应有的
贡献。
朱安伟在会上指出，图们和汪
清两地干部人才不远千里来到北
仑，
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努力融入、
努力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
了挂职干部的优秀品质和良好形
象。各挂职单位积极主动，
考虑细致
全面，做了不少工作，
为挂职干部工
作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他强调，脱贫攻坚，责重山岳，
时不我待。各部门和挂职干部要深
刻认识到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极端重
要性，全力以赴完成中央和省、市、
区委交给的政治任务。要拿出最坚
决的态度，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
上高度统一，不得有丝毫偏差、不得
有丝毫应付、不得有丝毫懈怠，切实
扛起扶贫协作的政治责任；要拿出
最真挚的诚意，传无保留、事无巨
细、心无旁骛，创造舒心干事的挂职
环境；要拿出最严实的作风，挂有所
为、挂有所获、挂有所成，展示挂职
干部的良好形象。组织部门要多和
挂职干部交流，了解大家的思想动
态和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让大
家时刻感受组织的温暖。

“车船交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胡群倩

高考成绩将于 6 月 23 日左右发布
普通类提前录取院校设 5 个
院校传统志愿，每所院校设 6 个专
业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专业平行
志愿分三段填报志愿，每段均可填
报不超过 80 个志愿。
艺术类第一批为专 业校 考 和
经批准列入该批录取的其他艺术
类本科专业志愿，设 2 个院校传统
志愿，每所院校设 3 个专业志愿和
专业服从志愿。第一批提前录取院
校、第二批提前录取院校均设 1 个
院校志愿、3 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
从志愿。第二批实行专业平行志
愿，按艺术各类别综合分成绩分两
段填报志愿，每段均可填报不超过
30 个志愿。考生在填报平行志愿
时，同一次填报志愿的专业类别必
须相同。
体育类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按
体育综合分成绩分两段填报志愿，
每段均可填报不超过 30 个志愿。
符合体育特招生和提前录取院校条
件的考生，还可以再填报相应传统
志愿，分别设 1 个院校志愿、3 个专
业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特招生录

脱贫攻坚责重山岳时不我待

取院校志愿仅限省内院校。
单独考试招生实行专业平行志
愿，考生可以填报不超过 30 个志
愿。其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定
向招生安排在平行志愿投档前完成
录取。考生须注意，只能按相应类别
填报志愿，不得跨类填报。
特殊类型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招
生单独设置专业平行志愿，符合条
件考生最多可填报 30 个志愿，每
个志愿为一个院校的一个专业。
普通高校自主选拔、农村学生
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以及高水
平艺术团招生志愿单独设置批次，
入围考生在其入围的全部院校中
选择填报一所院校志愿。其中，凡
有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
划的院校今年在我省作了具体分
专业计划、并要求考生填报专业志
愿的，考生在报考此类院校（系统
会自动提示）时，必须同时填报专
业志愿（不超过 3 个，同时设是否
服从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 6 月
26 日至 27 日，逾 期 视为 放 弃填
报。考生填报志愿后放弃录取的，

取消其普通类第一段投档资格，只能
参与平行志愿第二段及以后的志愿
填报和投档。
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和单独考
试招生视情设置征求志愿，征求志愿
的院校专业志愿设置与相应类别的平
行志愿一致，但各类别最终是否征求
志愿根据缺额计划情况而定。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普通
类志愿，按先艺术类、体育类后普通
类的原则进行。但由于录取进程有重
叠，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只能兼报部分
普通类志愿。下列情况艺术类、体育
类、普通类之间不能兼报：艺术类第一
批（含提前录取院校）、体育类提前录
取院校与普通类提前录取院校不能兼
报；艺术类第二批第一段、艺术类第二
批提前录取院校及体育类第一段与普
通类提前录取院校（不含公安院校）、
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录取院校不能兼
报；艺术类第二批第二段、体育类第二
段与普通类第二段录取院校不能兼
报。
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将于 7 月上
旬开始。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傅晓晓 段儒志 夏文杰）近
日，装载着 111 个大件设备的船只
抵达北仑港区，其中 4 件货重超
100 吨。最终不仅高效装卸，还在一
定程度上节约了物流成本。
面对体积庞大的货物，宁波港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际物流”）完善优化物流方案，在母
公司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
部的协助指导下，
在码头公司、口岸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首次将船只停
靠在梅西滚装码头，代替先前停靠
北仑山多用途码头再短驳运输至梅
山四海保税仓的方法，并添置了液
压低平板车来做“车船交接”，将大
件直接用车运输，
减少了装卸流程，
为客户节约了 30%的物流成本。
同时在运输途中，该公司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交通限高问题，
保障“超高”大件能够安全送达目
的地。
国际物流是宁波舟山港集团旗
下的综合性陆路物流企业，公司主
营业务板块包括货代、堆场、仓储、
运输、查验、海铁联运和特色物流，

并致力做大做强临港物流。今年 2
月，国际物流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合作的“鱼山岛项目”正式启
动，由国际物流承包进口石油设备
到港后的报关、转运、仓储保税、租
赁汽车吊装卸、配送等一系列国内
端“港到门”物流服务，
预计合作期
限 5 年。项目启动后，国际物流依
托港口优势，发挥下属兴港货代、四
海物流、无车平台等各板块功能，根
据客户需求，针对不同包装、
尺寸的
石油设备量身定制运输方案。
上月底，随着 12 个装载着石
油设备的集装箱在梅山四海物流保
税仓顺利卸载，国际物流所承接的
“鱼山岛项目” 已完成货物运输
4724吨，完成集装箱运输 367 标准
箱，件杂货物运输 243 件，代理货
值总额突破 1 亿美元。
据悉，今年 5 月，宁波舟山港
运输生产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全月
完成货物吞吐量 9838.85 万吨，同
比增长 6.57%；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38.18 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3.77%。
据统计，今年 1-5 月，宁波舟山港
运输生产继续位居国内港口前列。

6月 15—16 日

我区 3000 余名考生参加中考
本刊讯（记者 贾骐帆 通讯
员 闻晓明）明天，2018 年中考正
式拉开帷幕。今年，我区有 3000 余
名考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
区设有新碶、小港等 5 个考区，宁
波东海实验学校、长江中学等 10
个考点，共 105 个试场。
今年中考时间为 6 月 15 日、
16 日两天，具体科目为语文、历史
与社会思品、英语、数学和科学。中
考成绩将于 6 月 23 日下午公布，
有疑问考生查分时间截至 6 月 25
日 12 时。我区普通高中录取时间
为 6 月 25-26 日；职业学校等录取
时间为 6 月 26-27 日。
今年我市已全面实施英语听力
口语自动化考试，这次学业水平考
试中英语科目不包含听力测试。社

会学科继续采用全开卷笔答形式，
允许考生携带相关教材和资料进入
试场，考生在试场内不得相互传、
借
教材和资料。
市教育考试院有 关 负责 人 表
示，考生入场，除 2B 铅笔、0.5 毫米
及以上书写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
笔、直尺、圆规、三角板、
橡皮及毛巾
(须拧干)、无商标纸的矿泉水外，其
他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严禁考
生携带各种通信工具 （如手机、智
能手表、运动手环等智能设备）、电
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修正液、
胶带纸等物品进入考场。考生一经
违反，将根据有关规定，
按违规或舞
弊论处。各科目考试时，考生均不得
使用计算器。
考生在开考 15 分钟后不准入
场，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考生方可
交卷离场，交卷离场后不得再进场
续考，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