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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聘用你时，工会指导你签订劳动合
同；你若工作出色，工会可以推荐你评选先
进；你在工作生活中有困难，工会会助你一臂
之力……”这是省总工会在 2018年春送岗位
活动中，对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宣传内容。朴
素务实的话语，是工会组织对每一位会员的
承诺，而这样的承诺对农民工显得更为重要。

省总工会高度重视农民工入会工作，省
总党组书记、主席白阿莹多次深入企业就农
民工入会进行专题调研，研究破解农民工入
会难的办法。经过广泛调研论证，省总于
2015年初启动“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大力
推行项目工会、托管工会等五大组建新模式，
明确提出“三年新增农民工会员 100万”的目
标任务。

三年来，全省举行“农民工集中入会”活
动 428场次，签订委托协议 648份，组建各类
区域性行业性联合工会 1216家，新增农民工
会员 117.4 万人，超额完成预定目标。截至
2017年底，全省农民工会员已达328万人。

省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表
示：“为实现对流动务工人员包括农民工的组
织全覆盖，我们制定了《陕西省流动务工人员
会籍管理办法》，探索创新了一系列新的组织
发展形式。”

创新工作思路
找准新时期工会组建的切入点
紧盯重点行业抓组建。根据我省相关部

门发布的数据和多次组织实地调研，我省农

民工就业的主要领域集
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物
流快递业、家庭服务业、
农业专业合作社。陕西
工会紧盯这五大领域，
以此为新时期强化工会
组建的切入点和组织农

民工入会的重要突破口，下大力气，摸清底
数，精准发力，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工
会的协同配合，不断拓展建会空间。

开展全省联动集中建会行动。在市级以
上开发区（工业园区）、建筑项目、物流快递
业、家庭服务业、农业专业合作等组织中开展
集中行动，并以全省联动的形式，在同一日组
织各市开展不同行业的集中建会仪式，推进
集中建会行动深入开展。

推动新业态工会组建及时跟进。根据新
业态发展变化，以市、县为重点，率先在物流
快递等行业开展集中建会行动，较好推动了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建会入会的深入开展。

创新工作模式
最大限度把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
为实现对流动务工人员的全覆盖，陕西

工会充分利用“五大工会组建新模式”，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方位、无缝隙、全覆盖
的农民工入会新机制。

创新组织形式，拓展入会渠道。以项目
工会、托管工会、联合基层工会、区域和行业
性工会等多种工会组织模式为依托，建立适
应农民工就业、流动特点的工会组织形式，采
取集中入会、集体登记、公示告知、凭会员证
转接关系等方法，推行农民工会员的“委托管
理”“挂靠管理”，切实解决农民工流动快、管
理难等问题。

推进属地入会，强化就地服务。积极开
展农民工入会“三属地”、“两进入”活动，即属

地入会、属地维权、属地关爱，确保农民工进
入所在区域行业联合工会、进入会员管理服
务平台。按照地域相近或行业类似的原则，
通过市场工会、写字楼工会、商业街工会等联
合工会组织形式，先后建立覆盖了 10人以下
小微企业的区域行业性工会联合会 112348
家，涵盖会员102.3万人。

履行主体责任，推动行业建会。通过项
目联合工会平台，把农民工纳入到工会服务
保障体系中。在对分包单位进行资质评定
时，把是否建立工会和参加团体会员作为必
要条件。三年来，全省新建项目工会 568家，
涵盖农民工会员88.5万人。同时，要求500人
以上的劳务派遣企业全部建立工会组织。三年
来，各类派遣单位与487家用工单位签订了会员
管理委托协议，涵盖各类职工会员98万人。

加强会籍管理，促进流转有序。及时制定
下发《陕西省流动务工人员会籍管理暂行办
法》。加强派遣和用工单位间会员会籍台账
管理，设立专项经费印制会员证75万套，免费
发放到工会经费不足的项目工会、流动性较
强的农民工会员手中。

创新服务机制
切实为农民工做好全方位服务
近年来，陕西各级工会在窗口服务单位

推行“七天工作制”，12351维权热线保持24小
时畅通，保证职工的维权渠道全天候畅通。

扩大农民工服务项目。为农民工会员办
理和发放工会会员服务卡，为户外劳动者建
立“工会爱心驿站”，组织开展万名农民工免
费体检和“农民工”圆梦大学活动。在项目工
会创建“1+X+100”联系服务模式。为农民工
送上会员专享的基本保障和维权手册。

加强农民工劳动保护工作。与省安监部
门合作，加强全省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
明确提出把农民工列为重点对象，督促高危

行业和重点企业切实整改危害农民工身心健
康和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

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积极配合各级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认真做好农民工
工资集中清欠工作。开展以农民工为主体的
环卫一线职工收入状况调研，通过政府联席
会议的形式，推动建立环卫作业经费正常增
长机制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稳步提高
环卫一线职工收入。

同时，还开展了农民工帮扶关爱、提升农
民工技能素质、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等
活动。

对于下一步的农民工入会工作，省总工

会副主席赵霞表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互联网+农民工”工
作思路，发挥网络、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
优势，打通网上入会渠道，把传统入会和网上
入会结合起来，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做好农
民工入会工作。

回忆起三年前入会的场景，来自咸阳市
泾阳县的农民工孟袁民至今难以忘怀：“我是
2015年 9月 16日，在咸阳市总工会举行的农
民工集中入会仪式中，加入工会组织的。”说
起那天入会的情景，孟袁民现在还记忆犹新：

“入会那一天，我感觉有家了。”
本报记者 薛生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领到会员证的农民工领到会员证的农民工（（资料图资料图））

4月13日，
在中建西安幸
福林带项目建
设工地，建筑
工人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了
解 掌 握 各 种
规 章 制 度 及
安全规范。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据《 人民日报》 财政部等部
门近日发出通知，决定自 5月起，在
上海、福建（含厦门）和苏州工业园
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
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对试点地区个人通过个人商

业养老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
一定标准内税前扣除；计入个人商
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领取商业养
老金时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当个

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
按月或按年领取商业养老金，领取
期限原则上为终身或不少于 15
年。个人身故、发生保险合同约定
的全残或罹患重大疾病的，可以一
次性领取商业养老金。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下月起试点

黄风四起，流沙漫天……
4月 6日，在吴起采油厂白

豹采油队 27-81工作站，一群
采油工正忙着简易化标准井
场建设。

采油工陈军伟便是其中
一员。平日抡管钳、拧扳手的
他，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一名
没有职称的“建筑师”。在他
和同事努力下，简洁大方的井
场围栏工程即将竣工。

27-81工作站是去年推行
“扁平化”管理时成立的新
站。花最少钱把井站建好，是
该管理提出的新要求。可现
实是，吴起采油厂多年来的井
场建设都是用砖砌成围墙，费
用高且不实用。

针对这一实际，
陈军伟和工友反复
论证，决定选取废旧
油管、油杆改造成围
栏和防护栏。如此
建成的简易化标准

井场简洁、美观，更为每个井
场节约资金达 10万余元。

在任务量大、没有专业设
计和建设人才的情况下，爱思
考、肯动手的陈军伟便利用工
余时间学习图纸设计、建筑安
装等知识，解决了建设中的不
少难题。对此，工友赞许他：

“你是咱井场的建筑师。”在陈
军伟带动下，该站已建成简易
化井场 6宗。

有付出就有回报。陈军
伟和工友勤俭节约、自主创新
的做法得到了兄弟单位认可，
纷纷前来交流学习。谈及未
来工作，陈军伟表示，一定要
把降本增效这个光荣传统发
扬光大。 本报记者 胡建宏

陈军伟
没有职称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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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16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2018年一季度，全国
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同比实现“三个
下降”，大部分行业领域、地区安全生产形势较
为稳定，特别是一季度全国未发生特别重大事
故，3月份全国未发生重大事故，全国安全生产
形势开局良好。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司统计，2018年一季度，
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8490 起、死亡
6329人。其中，重大事故发生 4起、死亡 43人；
较大事故发生 135起、死亡 558人。

2018年一季度
全国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省总工会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建会模式，持续推动农民工入会工作稳步发展

陕西三年组建各类区域性行业性联合工会1216家
在陕西各级工会组织努力下，“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已逐渐成为常态。正如省总工会

主席白阿莹所说：工会组织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农民工的“娘家人”

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施洋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地段，有一片
宁静天地——施洋烈士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瞻仰、纪
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花。拾级而上，大
道两旁松柏林立，氛围庄严肃穆，施洋同志
的塑像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还能听到
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你们杀了一个施
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于 1889年。
1907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蚕科。课
余时间他阅读进步书刊，苦苦寻找救国救民
真理。1910 年，施洋转入郧阳农业中学，
1915 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
1917年毕业后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
学会，主张律师要保障人权、伸张公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武汉律
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提议
发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深入学校，指

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
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同时，他还
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了解工人疾苦，参与
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社会
主义。1921年 10月，他参加劳动组合书记
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
运动。 1922 年 6 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 7月底，他指导汉阳铁厂取得罢工
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
为该会法律顾问。

1923年 2月 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
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他积极
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
的游行示威。2月 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

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
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
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 15日，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牲，
时年 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有两
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树村施家湾，另一
处在宝丰镇中心集镇上，新中国成立后竹山
县人民政府将施洋烈士的母亲和妻子迁移
到此。两处故居目前保存完好，已成为当地
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世代“重
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扶正义，斥邪恶”

“崇德向善”“清白传家”“忠勇报国”的家规
家风，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身立业之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为主的好

家规、好家风，多年来，当地还把“传承好家
规好家风”教育活动纳入“十星级文明农
户”创建内容，制作家规家训牌匾、壁画、
宣传画，悬挂在农房墙面、农户门前及家
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中孕
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民风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攻坚正
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施家湾的施家子弟
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前进。施
洋小学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给人无限
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李伟 俞俭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
者 林晖）近日，中央组织部聚焦脱
贫攻坚，选派了283名干部到西部
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挂
职锻炼。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
求，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今年初联合印发《关于聚
焦脱贫攻坚 选派干部到西部地
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挂职
锻炼的通知》。通知印发后，中央
和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和中
央企业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经过

有关方面严格把关，确定了283名
到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
老区挂职干部人选。

据了解，这批挂职干部的选
派坚持聚焦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以事择人、人事相宜，立足科学精
准，以能否承担起脱贫攻坚任务作
为选派干部的重要标准，派出的干
部政治素质好、年富力强，是各单
位的业务骨干。岗位安排紧紧围
绕脱贫攻坚工作需要，根据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结对关系，多数到
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分布
的市地州盟挂职，基本形成市一

级有“西老革”（西部地区、老工业
基地和革命老区）挂职干部、贫困
县有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挂职干
部、部分贫困村有中央单位驻村
第一书记的工作格局。

4月 16日，中央组织部、国务
院扶贫办召开挂职干部培训动员
会，要求挂职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在脱贫
攻坚主战场真抓实干，发挥好自
身优势和作用，真正成为一支脱
贫攻坚的生力军，为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贡献力量。

中央组织部选派干部到西部地区、
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挂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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