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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盛柏臻 通讯
员臻仁社 项蕾蕾）“嗞—咔”，
日前，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一间教室内，3名学生一边翻阅资
料，一边调试机器，他们正利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液压系统回
路的搭建与调试，并优化设计气
动系统。

这是该校“研学用”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生身上的呈
现：一年级能针对某一问题查阅
背景资料提出创意，二年级能在
导师指导下完成部分试验、工艺
设计或产品设计工作，三年级能
在生产性实训基地完成有关科研
项目的产品小试、中试和生产工
艺调试工作。

“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
式的基础是“研”。为动态学习行
业企业最新技术，该校引进全国
劳模胡耀华，成立大师工作室；
引进宁波港集团竺士杰等17名全
国劳模、技能大师进校园开展技
能结对教育教学工作；引进百家
企业进校园开展招聘双选会，实
现班级企业冠名“全覆盖”，实现
企业与学生岗前“零距离”。

基于这种教育模式，在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中，该校在液压与气动系统
装调与维护、虚拟现实 （VR）、
酒店服务、现代模具、化工生产
技术等五个赛项中取得了三金一
银一铜的好成绩。

“实践式教学在我面前打开了
一扇新窗户，学习汽修让我认识
到了一个新世界。”在谈到学校的
人才培养模式时，现已能够熟练
拆装汽车发动机、活塞等零部
件，并热衷于汽车美容的21级汽
修专业学生嵇宇航表示，在学习
汽修的过程中，他养成了查阅资
料、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并立
志成为一名优秀的汽车美容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
人才支撑”进行了详细论述。为
推动产教融合，我区建成投用投
资6000万元的镇海区公共实训中
心二期，形成一站式助企技培服
务中心，培育了“（石化）企业
安管员”“港口机械运行”“机器
人”等多个区域的技能培训“金
品牌”。

与此同时，投资5.5亿元，建
筑面积5.4万平方米的镇海区技工
学校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按照
计划将在2024年投入使用，建成

后每年将为我区乃至全市输送700
余名技能人才。如今，该校过渡
场地已于今年9月开始办学。

如果说“精工巧匠”代表了
嵇宇航等一批学生的职业追求，
那么“携技创业”则是以区职教
中心学生李晴晴为代表的另一批
人的未来憧憬。

“在学校，我设计制作了6份
PPT，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学习数字媒体专业的李晴晴即将
毕业，等待她的是一家即将注册
完成取名为“星韵传媒”的文创

公司。该公司由她跟朋友联合出
资创办，虽未开业，已然接到了
不少平面设计订单。

“这也是我们乐见的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另一种可能，更
向学生和家长证明，只要身怀

‘一技之长’，无论就业或创业，
选择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校长
张建强告诉记者，该校还在全市
率先探索“普职融通”、联合省内
高水平高职院校联办中高职一体
化专业等，将进一步打通更高能
级的育人途径。

激发“研学用”主观能动性 构建产教校企融合新生态

镇海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本报讯（记者陈莹 陈朔愉 通
讯员余春明）我区自开展“三无”渔船
专项整治活动以来，各镇（街道）摸排
辖区内的“三无”渔船，目前收缴了7
艘“三无”渔船。近日，在蛟川街道新
泓口泵站旁，一艘“三无”渔船正在被
工作人员拆解。

“这条渔船是在前几天巡查中摸
排到的，当事人积极配合，自愿拆
解渔船。”据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三
中队队长余春明介绍。这是一艘用
泡沫板和钢铁制成的简易渔船，如
在海上作业，将有极大风险。工作

人员用工具切割渔船，农业执法队
员现场监督拆解工作。

“三无”渔船是指无船名船号、
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涉
渔“三无”渔船长期扰乱渔业生产
秩序，且危害性大、隐蔽性强，存
在未经船舶检验部门检验、船体状
况差、主机老化、无救生设备等问
题，难以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除了这艘渔船，其余的 6艘
‘三无’渔船目前暂扣在镇海渔政码
头，若无人认领，我们在公示结束
后将集中拆解。”余春明说。

7艘“三无”渔船被收缴
将集中拆解处理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珂 通讯员沈珂驰）记者从区建
设交通局获悉，浙江省风貌办考核组日前赴我区九龙湖
——十七房县域风貌区，开展城乡风貌样板区试点考核验
收工作。

考核组一行实地走访了郑氏十七房景区、稻海粮仓、
九龙湖红色历史陈列馆、珞桐露营基地等点位，全面了解
九龙湖——十七房县域风貌区的建设思路、整治提升措
施、建设成效及经验做法，对相关创建工作给予了肯定，
并对下一步的发展提出思路和建议。

镇海九龙湖——十七房县域风貌区位于镇海区西北
部，创建面积约1951公顷，依托城市近郊区位优势，通
过“镇景村”联动发展主线，串联“山水休闲”“古镇文
旅”“农业体验”“数治乡村”四大主题特色板块，打造一
个面向宁波北部充满“湖山寻趣，水乡寻梦”特色的慢生
活休闲体验风貌区。

风貌样板区是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下
一步，我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区的总体
目标，继续围绕十四五期间重大项目做深做实风貌区建
设，确保全区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持之以恒、取得实
效，以“山水田园为卷、以古今文化为魂”，全力打造

“大美浙江”的镇海样板。

九龙湖——十七房县域风貌区迎来“省考”

本报讯（记者汪皛 通讯员夏
屏）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日前来
到招宝山街道全球优选超市，改造
升级商超的商品终端结算系统。经
第三方软件公司现场改造，该商超
成功实现商品“浙品码”终端结
算，成为我区首家非食品GM2D商
超。

据介绍，“浙品码”是指应用于浙
江省内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可进行产
品质量信息溯源的二维码，是浙产产
品的身份证，全面呈现产品质量基本
信息，让产品拥有不可仿冒、可追溯
的身份ID。所有在浙江省内生产产

品的制造加工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均可通过“浙品码”信息管理系统在
线注册申请“浙品码”。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也可以
通过扫描该码，浏览到产品合格检验
证明、产品基本信息、质量服务承诺
等相关内容，并可在码上对产品进行
消费信息反馈。”区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说，监管部门可实现从产品生
产、销售到消费全链条信息可溯。

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对辖区
内35家有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
3C认证企业的68个品种产品完成
了产品的“浙品码”赋码。

产品全链条信息可溯

商超“浙品码”终端结算系统来了

本报讯 （记者汪皛 王庙卓
通讯员刘宁）记者日前从镇海自然
资源规划分局获悉，该局核发镇海
区庄市规划小学项目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为保障项目开工建设，镇海自
然资源规划分局提前模拟审批，在
建设单位取得项目用地的第一时
间，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工作。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庄市街
道，清泉路南侧，兴海路西侧，总
用地面积约37682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48628 平方米，规划为42班
小学。新建建筑包括普通教学楼、
综合教学楼、行政综合楼、体艺综
合馆、食堂、室外运动场、地下停
车接送系统等设施，并通过活力连
廊将各个功能区块联系起来。

好消息！庄市将新建一所小学

本报讯 （记者张超梁 潘志
杰 通讯员唐培毅）“缘定‘甬’
城，有你‘镇’好”2022宁波镇海
高层次人才交友联谊活动近日在宁
波植物园举行。活动旨在为优秀青
年创造拓展交际、展示自我、结交

朋友、寻找幸福的平台。
该活动由区委人才办、区教育

局、团区委、区妇联、区博士（高
层次人才）联谊会主办，吸引了来
自全市近50名青年参加。

宁波镇海高层次人才交友联谊活动举行

“黑眼圈”不是一个
正式的医学术语，业内
称之为“眶周色素沉
着”，是临床上常见的一
种面部美容问题。但其
实“黑眼圈”真不都是熬
夜熬出来的。黑眼圈主
要由黑色素沉着引起，
也可见于过敏性疾病。

三种常见的黑眼
圈

血管型黑眼圈 首
要原因是熬夜。长期
熬夜、过度用眼会让眼
周皮肤血液循环不好
而形成黑眼圈。

色素沉着型黑眼
圈 首要原因是黑色素
过度沉积。日常不注
意防晒、长期精神压力
过大或曾患皮炎等炎
症都会导致眼周黑色
素沉淀。

结构型黑眼圈 首
要原因是眼周结构的
改变。此种黑眼圈是
由衰老、暂时性的眼部
水肿导致的黑眼圈。

另外，很多人分不
清卧蚕、眼袋和泪沟的
区别，错把眼袋当作卧
蚕。通俗地说，卧蚕其
实是比较发达的眼轮匝
肌，可以想成是一条“瘦
肉”。眼袋则是向外膨
出的眼眶脂肪，可以想
成是一块“肥肉”。泪沟
就 可 以 当 作 是 一 根

“筋”。因此，黑眼圈这
件事，熬夜的影响只是
其中之一，遗传、自然衰
老的影响更多。

如何改善和预防
黑眼圈

含美白成分的眼
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色素沉着型黑眼
圈。含有咖啡因成分
的眼霜也能加强眼部
的细胞代谢，促进血液
微循环，改善黑色素沉
淀。含有甘草萃取物
或维生素E的眼霜能
缓解皮肤的发炎情况，
也可以减少炎症导致
的色素沉淀。也就是
说，眼霜有一定的改善
作用，但是无法解决所
有类型的黑眼圈。

血管型黑眼圈不
能热敷，可以冷敷并选
用含有维A醇或者咖
啡因的眼霜。色素型
黑眼圈需注意防晒，同
时可以用含有美白功
效 的 眼 霜 来 淡 化 色
斑。结构型黑眼圈可
以通过医美手段，如注
射透明质酸、使用激光
等来改善。

对于黑眼圈还是
要以预防为主，虽然先
天性色素沉着、面部结
构阴影以及衰老带来的
面部松弛等无法预防，
但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
式预防后天性黑眼圈的
形成。

1.科学作息，不熬
夜，保证充足睡眠，不
过度用眼。2. 不化浓
妆。经常化眼妆者，学
会科学卸妆。3.调整日
常饮食，保持营养均
衡。4.多运动，避免学
习、工作压力过大，学
会自我解压。5.积极治
疗眼周皮肤疾病和代谢
性疾病。

据健康报

黑眼圈不都是
熬夜造成的

图为学生调试机器。

图为庄市规划小学项目鸟瞰图。

图为九龙湖—十七房县域风貌区一景。

（上接第一版③）依托九龙湖属地
红色教育资源，进一步深入开展

“3+X”主题特色党日活动，持续激
活商会党组织的“一池春水”。

公益+
社会影响力持续增强
今年疫情期间，宁波飞洪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迅速建立物流

绿色通道，日供蔬菜60吨，帮助本
地村民收购滞销蔬菜，为百余户农
户解决了燃眉之急。宁波市缸鸭
狗食品有限公司向抗疫一线送上
50余箱应急食品，宁波飞洪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捐赠160余箱蔬菜
水果，科奥农业捐赠蔬菜1500斤
……这些数字背后蕴含着九龙湖
商会会员企业的浓浓深情和满满

爱意。
九龙湖商会自成立以来，积极

引导会员企业参与“民企联村精准
扶贫”行动，金鼎紧固件、宁力高强
度紧固件、中江高强螺栓有限公司
等一批爱心示范企业，多年来持续
不断参与助老爱幼、扶贫济困、同
心抗疫、协作帮扶等感恩公益行
动。至今，已累计捐助资金、物资

超1000万元。
“当前，我们牢记确保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总体目标，团结凝聚会员企业的力
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
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做强做优实体
经济，齐心协力一起创造共同富裕
美好未来！”九龙湖商会会长徐鹏
飞表示。

打造人才金港打造人才金港

（上接第一版②）发展创意设计、休闲
度假、康养运动等文旅服务业。

到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总量
和占比加速提升，发展布局和结构持
续优化，产业特色和竞争力明显提
高。镇海将打造成省、市重要的科创
策源中心、融合发展高地、双循环枢
纽、国际消费都市和文化旅游名区，
建成长三角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枢纽区。

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助企纾困注入“金融活水”

近日，镇海企业九为（浙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在顺利拿到“服务业专
项扶持政策”兑现的165.98万元资金
后，该公司负责人向区商务局服务业
发展科工作人员发来消息表示感激：

“从审核通过到兑付，只等了7个工作
日，是真金白银地为我们企业发展及
时地注入了金融‘活水’！”

今年以来，区商务局按照市稳链
纾困助企若干措施和区贯彻落实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等相关文件精神，进

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助力企业提振信心。一季度全部
完成2022年度区级开放型经济专项
资金申报、审核和兑付工作，7个工作
日内完成市里资金兑付，目前市、区
两级直达资金兑付3977万元，惠及
企业827家次；三季度完成服务业专
项扶持政策资金兑现3668.35万元，
惠及378家企业，主要用于其他营利
性服务企业综合贡献奖励、营业收入
增速奖励、企业上规模奖励、产业基
地奖励、重点专业市场奖励、技改投
入补助等，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
力。

除此之外，区商务局还以“线上+
线下”推动政策宣贯的形式全力助企
开展政策扶持。通过包机活动助力
企业抢抓订单，开展消费券活动和数
字人民币发放活动，促进消费持续回
暖，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

“三服务”走访，了解企业所需所盼，
为企业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协调解决
企业个性化难题。累计走访企业
600余家，解决难题200余个。

（上接第一版①）
据悉，五大整治片区划定整

治范围用地面积 131.77 平方公
里 ， 整 治 范 围 全 区 域 占 比
53.57%。其中蛟川片区作为示范
片区，优先启动实施方案编制。

“整治工作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海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
产业结构调整、生态保护与修
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局
长葛国斌介绍，此举旨在推进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
展，破题镇海土地资源现有发展
困境。

顶层谋划
有序推进示范片区建设

11月 1日，镇海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员工徐佳艳踏勘临俞北
样板区时见到，样板区违章建筑
基本拆除、清退，南洪小区改造
一新，棉丰路、丰收路、炼化
路、沿河路等城市道路街景提
升、原南洪村村委会改建成南岚
湾综合服务中心……短短数月，
2.94平方公里的样板区提升改造
基本完成。对比之前片区内破破
烂烂城中村模样，效果显著。

临俞北样板区是蛟川示范片
区的核心建设地段。作为示范片
区，蛟川片区据优越地理位置，
紧邻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跨越蛟川、澥浦、贵驷三个镇
（街道），总面积 27.22 平方公
里，涉及12个行政村，4个产业
园区。

该片区以“绿产城融合活力
带”为整治愿景，针对片区内农
田碎片、产城村空间混杂、环境
不佳等问题进行五大任务整治。
通过梳理正、负项目清单，谋划
78个近期实施项目。落实资金、
时序、实施主体，统筹片区资源
要素流动及平衡，实现耕地集中
连片、安全生态格局重塑提升、
产业空间融合发展、人居环境宜
居舒适的目标，构建石化配套基
地，打造甬江北岸核心区。

“示范片区实施方案通过农用
地、村庄、工业、城镇低效、生
态保护修复等整治，塑造绿产城
融合活力带。”葛国斌说。其中，
甬舟高速以西以村庄复垦和生态
修复为主，恢复耕地功能，形成
南岚湾现代农业产业园。临俞片
区以低效用地改造为主，打造以

“中石化新材料研究院”为主导的
万亿级绿色石化配套基地。临江
片区结合产业腾挪，构建甬江科
创核心区三大功能片区。

“预计到2025年，蛟川片区
将实现4120亩耕地集中连片，建
成1个‘千亩方’。”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分局工作人员介绍。此外

片区内还将贯通一条海天林带，
拓宽 2条河流，提质增效 2个产
业园区，搬迁10个村庄，建设2
个美丽乡村，保障1.09万套租赁
性住房、2.23万套安置房供给。

数字孪生
科技应用智慧场景
数字孪生是超越现实的概

念。如果把它应用到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中，便是将未来场景投射
到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

10月28日下午，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分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
科工作人员刘紫怡打开浙政钉宁
波耕地智保系统场景应用，看到
骆驼街道清水湖村村级巡查员龚
益磊已完成本周巡查任务 792.7
亩。这是镇海迭代升级耕地智保
应用场景后常见的工作场景。

目前，镇海已将全域耕地按
500—1000亩为一个网格进行划
分。一个网格对应一名村级巡查
员。全区共有 77个网格，76名
村级巡查员。设立各级田长共60
名，对各镇（街道）村级巡查员
和村级田长组织统一培训，演示
手机端耕地智保操作方法、实地
教学巡查打卡，确保每个巡查员
和田长都会使用耕地智保巡查土
地。同时根据耕地分布，测算安
装26个铁塔高位视频资源，融合

2.59万个耕地图斑空间数据，建
立全区5.53万亩现状耕地电子围
栏，做到“塔田对应”，实现

“横向到表、纵向到底、管理网
格化、监督全覆盖”的耕地保护
监督格局。“我们以人防与铁塔
视频、卫星遥感三者结合的方
式，落地应用耕地智保工作。”
刘紫怡说。

“万弓塘河、新泓口河综合整
治提升工程的前后比对图，相关
数据、场景、变化等，均能查
看。”10月27日上午，镇海规划
勘测设计研究院测绘四所工作人
员王大鹏介绍了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中，谋划建立小流域整治应用
场景的功能。

据悉，宁波作为整治试点城
市，正开展以“1+4+3+1”为主
要内容的整治数字化场景建设，
选取镇海为先行试点区。镇海基
于宁波市总场景，以小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整治为切口，以数字孪
生技术为支撑，谋划建立小流域
整治“规、建、管、评”全生命
周期子场景，借助卫星影像、无
人机和物联网传感器，构建空、
天、地一体化的自动感知体系，
实时获取小流域几何形态、水质
环境、水位流速等感知数据，使
整治方案更科学、整治管理更精
细、整治评估更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