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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协商谈出“第二人生发展金”
深圳一企业工会为离职员工争取公司人文关怀

工会还与公司协商专为怀孕女职工和残疾人士开设生产线

近日，镇巴县总工会荣获
市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连续
8年被表彰为“全省职工互助
保障模范县”，连续 6年获全
市综合考核优秀单位。

近年来，镇巴县总工会按
照“打造特色、创新服务、增强
活力、争创一流”的工作要求，
一手抓工会业务，一手抓精神
文明建设，积极创建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效能型、文明

型机关，工会干部在思想道
德、文明素质、机关风气、服务
质量、文化生活等方面显著提
高。全县先后有 68 个单位和
55 名个人获得市级以上表
彰奖励。镇巴县总工会先
后荣获全国基层组织建设
创新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全
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先进集
体，省、市工会新闻宣传工作
优秀单位。 □ 张峰 董学琴

镇巴县总工会

荣获市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您好，大娘，请问您找谁？”
中铁七局三公司工会工作部小曹
正在工作，这时推门进来一位身
材佝偻的大娘，背着一个大书包，
怀里还抱着一个长条包裹。

“小伙子，你好，我找你们工
会安主席。”大娘操着一口地道的
陕西话说道。

“大娘您先坐，把东西放下，
喝口水。”小曹看着大娘行动不
便，赶紧让大娘落座，歇歇脚。

“大娘，您是哪位啊？今天来
有什么事吗？”小曹问道。

“我叫雷霞勤，我老汉叫左谷

仓，是咱们单位的工人，95年就去
世了，我是个农民，那时候我带着
一对十来岁的儿女，失去了生活
的来源，可以说快走上了绝路，多
亏了三公司给予我们家的照顾，
要是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们的
这个家了！”说到这里，大娘哽咽
起来，用手擦拭着眼中的泪水接
着说道。

“我是个残疾人，左眼睛看不
见，小女儿左花从小患小儿麻痹、
脑瘫、癫痫，一步也离不开人，我
老汉去世后，三公司没有忘记我
们家，每年给我发放遗属生活费
和春节慰问金，虽然钱不多，不过
对于我们农村人，这就是救命的

钱！我儿子左刚也在咱们三公司
呼和浩特地铁上班，一个月也能
开四五千块钱，我总是给他打电
话，叫他一定要好好工作，不忘三
公司的恩情。”

这时，中铁七局三公司工会
副主席安新宁来到办公室，看到
安主席，雷大娘像见到了亲人，拉
着安主席的手问好。

“哎呀，你看你这老姐姐，身
体不好还往这跑，真叫人担心。”
安主席假装怪罪地说道。

“安主席，三公司这么照顾我
们家，我没什么好报答的，我今天
是特地来给你们送锦旗的，还带
了老家的野菜，早上我刚从地里

摘的，给你们尝尝鲜。”
“我的老姐姐，你啥时候见过

共产党办事还收礼的，你这不是
让我犯错误嘛！锦旗以后也不要
再送了，做锦旗60元，来回车费40
元，有这些钱给左花买些药多
好。左老哥走得早，但三公司对
困难职工和家属的承诺以前不
变，现在不变，以后更不会变！现
在左刚在咱项目上班，你要多鼓
励他好好工作，加上国家现在的
扶贫政策，你们家的日子会一天
天变好的。”安主席拉着雷大娘的
手说。

三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罗亚
峰，工会副主席、工会工作部部长

安新宁，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军共
同接受了雷大娘送来的锦旗。

三公司工会多年来秉持对企
业员工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三
不让”相关制度，关心员工生活，
帮扶员工疾苦，工会组织作用进
一步彰显。

三公司工会自 2006年至今，
共筹措377万元用于春节送温暖，
筹措221万元用于金秋助学，筹措
147万元用于大病救助。通过深
入推进这项暖人心、稳人心、得人
心的民心工程，采取有力措施落
实“三不让”承诺，积极为员工群
众解除后顾之忧，赢得了广大员
工的普遍赞誉。 □ 董志振 曹迪

据中工网讯 前段时间，来自湖南
的肖春福向供职单位理光高科技（深
圳）公司递交辞职信，原因是“家中母亲
生病，两个小孩将上学，需要回乡照
看”。公司同意了肖春福的离职，并给
他发放了 4万多元的“第二人生发展
金”，这让2011年就进入这家公司的肖
春福感到有些意外。

“第二人生发展金”，是这家企业工
会通过集体协商为员工争取到的新福
利：员工因本人患病或回乡照顾亲人等
原因不得不离职时，可获得公司发放的
发展金。从2017年10月起至今已有超
过40人领到发展金。

据理光公司工会主席徐武元介绍，
2017年，理光工会在实现员工工资增
长5%的同时，还完成了“第二人生发展
金”的协商。据了解，以往，有些员工在
理光服务时间较长，最后却因患病、回
乡照顾父母等原因不得不离职。常规
情况下，这种离职公司是不会给予补偿
的。但工会希望公司能给予这些为公
司奉献了青春的员工一些人文关怀，于
是在集体协商时提出了这个方案。

“整个协商过程非常曲折，从去年
1月一直谈到10月，仅是协商团全体成
员就经过了不下10次讨论。”徐武元回
忆，“第二人生发展金”的方案在协商初

期被公司行政方否决了，行政方认为，
员工的离开对公司效益没有任何影响，
且无发放发展金先例。对此，协商小组
以稳定员工队伍、增加员工归属感、履
行社会责任为出发点，坚持用“情”跟行
政方协商。

经多轮协商，管理层和工会达成协
议：理光工会2011年成立，如果员工在
2011年前入职，特殊情况下，主动离职者
可以拿到的“第二人生发展金”，计算方法
为离职时间减去2011年乘以基本工资。

今年3月，理光工会再次通过工资
集体协商向行政方争取扩大这一福利，
使“第二人生发展金”从1年可申请1次

增加到 1年有 4次申请机会，且发放金
额以入职年限来计算。

理光工会着力为员工谋福利，除了
“第二人生发展金”，2016年底还与公
司协商争取到一个 200多平方米的车
间，专门为怀孕女职工和残疾人士开设

“爱心生产线”。在“准妈妈工作区”，怀
孕 7个月以上的作业人员身穿粉色工
装，坐着进行折纸、组件作业等劳动强
度不大的工作，人数最多时达到 150
人。工会还在生产线旁设立了爱心休
息小站，为哺乳期女职工设立“爱心妈
妈小屋”，公司上下班提供专线车，接送
需午休回家哺乳的女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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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之声■
“真新鲜，自愿戒烟还能得奖

励。”最近，四川攀枝花鸿舰重机公
司公布了第一批职工自愿戒烟成功
的名单，引起全体职工的强烈反
响。去年8月，该公司工会向职工发
出开展自愿戒烟行动的通知，对于
有十年以上烟龄的职工，在规定时
间内自愿戒烟成功给予奖励，成功
戒烟时间达到三个月的给予100元奖
励，达到半年的给予200元奖励，达
到一年的给予300元奖励。

企业鼓励员工戒烟，并对戒烟
成功的员工给予现金奖励，这事很
新鲜，但可能也有人觉得这是企业
多管闲事。企业鼓励员工戒烟，是
出于对员工的关爱，是希望员工身
体健康。劳动者身体健康了，工作
效率自然就会提高，员工家属也会
对企业心怀感激之情，从而更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有
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这
是企业的一种新型福利，值得更多
的企业效仿。

正如律师所说，企业的这种做
法并不违法，其内容性质属于一种
民事邀约行为，并不属于用人单位
制定的规章制度，本身不具有强制
性和约束性。企业的做法没有违反

《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属于一种有效的民事
行为。

企业鼓励员工戒烟还有益于全
社会。国内控烟形势不容乐观。虽
然 在 2015 年 曾 提 高 烟 草 消 费 税 ，
2015年和2016年卷烟销量下滑，达到了控制烟草
消费的成效，但据烟草专卖局官方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卷烟销量却止跌反升。现在有不少地
方虽然实施了公共场所控烟规定，但很多地方的
公共场所都不能严格实行禁烟规定。

要突破控烟困局，首先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真
正重视起来，严格实行公共场所禁烟。企业与个
人也要多努力多配合，比如攀枝花这家企业的做
法就值得肯定，也值得其他企业学习。汇涓成
河，正需要多一些个人与集体加入倡导戒烟的行
列，这样才有利于让吸烟有害健康等观念深入人
心，有利于让更多人认识到吸烟的危害，有利于
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

企业奖励职工戒烟，绝不是多管闲事。企业
也是一个小社会，企业鼓励员工积极向上，培养
员工健康积极的爱好等，不仅有益于企业，也会
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更有利于社会。

我们需要企业多实施一些这样的健康举措，
这不仅能成为一种企业的新型福利，而且也有利
于推进完善民间治理和社会自治，实现职工、企
业、社会等多方共赢局面。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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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工业大学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
了校长雷亚萍所作的学校工作报告，工会副主席赵
琼代表第四届工会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以及总会
计师段小存所作的2017年度学校财务工作报告；听
取了人事处处长易超所作的关于修订《西安工业大
学绩效工资实施方案》的说明；审议了第四届工会
委员会经费审查报告和六届一次教代会提案征集
工作报告；进行了大会选举。 □ 杨飞

审议学校系列工作报告
西安工业大学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

■他山之石■

编印出版《光荣的劳动者》画册
为不断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劳
动热情，为经济社会发展汇
聚强大正能量，由榆林市总
工会编辑的《光荣的劳动
者》——榆林市各级劳动模
范事迹画册正式编印出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戴征社为该书

作序。
该画册收集了在榆林这

片热土上涌现出的全国劳动
模范 17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 14人、省部级劳动
模范 276人、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4 人、市级劳动模范
756 人、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73人的光辉身影和先进
事迹。 □ 王艳

到基层寻找“最美劳动者”
连日来，西安市阎良区北

屯街道总工会开展寻找“最美
劳动者”身影主题活动，组织人
员到生产一线、工地、田间地
头寻找“最美劳动者”，以宣传
各行业先进代表事迹为载体，
引导辖区职工群众牢固树立

“劳动创造幸福”“幸福来自劳
动”的奋斗理念，营造热爱劳
动、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进
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的干
事热情，助力区域经济持续有
力发展，使人民共建共享幸福
美丽北屯。 □ 李锐婷

阎良区北屯街道总工会

近日，咸阳市总工会
以“当好主人翁、建功新
时代”为主题的追赶超越
主题劳动竞赛全面启动。

该竞赛主要围绕“重
点园区、重点工程”开展
比工程质量、比建设工
期、比技术创新、比科学
管理、比文明施工、创和
谐团队的“五比一创”和
赛经济效益、赛核心竞争
力、赛科学管理、赛社会
责任感和企业信用、赛安
全生产和节能环保“五
赛”劳动竞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以职工科
技创新和职工（劳模）创
新工作室创建为突破口，
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技术
攻关、发明创造，定期命
名一批市级示范性职工
（劳模）创新工作室，引导
职工树立创新发展理念，
立足岗位创新创造，增强
创新意识和示范引领作
用；“班组建设、争创一
流”以创建“工人先锋号”

“创新示范岗”为载体，推
进“技能型、创新型、安全
型”班组建设，不断提高
班组长的工作能力和综合
素质。全市每年培训班组
长10000名，争创优秀“六
型”班组、“工人先锋号”各
10 个、“创新示范岗”50
个；“安全生产、绿色生产”
以“三比一降”（比创新、比
技能、比管理、降能耗和排
放）为内容并对标，控制职
业危害，增强节能减排意
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绿色发展。“能工巧匠、
金牌工人”引导广大职工
立足岗位、班组，开展技术
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
新。广泛开展“金点子”征
集、合理化建议以及开展

“五小”（小革新、小发明、
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
活动。选树一批“能工巧
匠”“金牌工人”，使广大
职工学有榜样、赶有目
标、超有方向。

□ 张翟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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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动态■

“现在，我对每月的工资收入
怎么来的都清清楚楚。”4月 8日，
宁夏新大众农业机械制造公司农
民工刘建国对《工人日报》记者
说。他是公司聘用的32名农民工
之一。此前，他对公司计件工资
认定标准存有疑问，今年初，他
通过公司“职工点题征集表”提
出质疑，经过讨论，公司重新修
订了计件质量认定标准和工资制
度，并建立了企业——车间——
班组三级信息沟通制度，并将相
关内容进行了公开。

这是青铜峡市总工会试点
“点题制”厂务公开制度的一个
实例。

近年来，青铜峡市国企改制
步伐加快，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却
未能及时跟进，尤其是在数量众
多的小型非公企业，民主管理水
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市总在调
研中发现，该市部分企业厂务公

开存在着“行政公开什么，职工就
看什么”的现象，公开内容不全面
且缺乏针对性，尤其是一些涉及
职工利益，依法应公开且职工想
知道的事项往往公开得不到位。
针对这种情况，市总决定在全市
试点推行厂务公开“点题制”。

2017年 6月，青铜峡市总在 5
家企业开展试点工作。职工“点
题”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的规章
制度，职工职务晋升，辞退和处分
职工，单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职
工工资待遇，保险缴纳，职工培
训，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等。企
业工会通过设置职工点题箱，深
入车间，召开会议，设立网络“工
会之窗”职工点题板块等形式，请
职工“点题”，经过梳理、调查处理
等环节后予以公开。由于“点题”
制将厂务公开的主动权交到职工
手中，公开什么请职工“点题”，且
具有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目标导
向明确、操作简便易行等特点，深
受职工欢迎。

“点题制”给企业民主管理工

作带来新变化。以前，青铜峡市
恒源砼业公司厂务公开的内容偏
重于企业重大技改方案、大宗物
资采购供应等。实行“点题制”
后，职工关心的涉及自身利益的
具体而微的事项也成了公开的主
要内容。今年3月，职工向慧通过

“点题”要求公开各岗位劳保手套
的发放数量和发放时间，公司很
快予以公开。向慧表示，以前很
少看公开展板，现在有了自己关
心的事，大伙儿都爱看了，还可
以通过“点题”来对公司提问。
公司把职工的需求作为大事来对
待，职工也更愿意把企业当做自
己的家了。

据统计，实行“点题制”以来，
几家试点单位共征集职工“点题”
35件，企业公开 31件，公开率达
89%，职工满意率达91%。青铜峡
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史
君表示，市总将进一步完善“点
题”公开过程管理、质量评价等机
制，并在全市企业中全面推行。

□ 马学礼 胡相宁

近日，由铜川市印台区总工会等单位历
时一个多月紧张筹备的印台区机关职工第
九套广播体操比赛拉开帷幕。

据悉，来自45个区级各部门、直属机构、

人民团体、各镇（街道）的机关干部职工组成
的 25 个代表队 1454 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
广播体操比赛。

□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5月9日至11日，陕西龙钢集团西钢红光物流
公司举办2018“智慧陕钢”职工象棋赛。本次比
赛有 6 支基层工会组织代表队共计 20 名象棋爱
好者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圆满落下帷幕。活动
活跃了职工文化生活，赛出了水平和风格，展
现了职工风采，为企业转型发展增添了活力，凝聚
了力量。 □ 康志兵 摄

入夏以来，担负商合杭高铁
河南段 1214 孔 900 吨箱梁架设
任务的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在工

期紧、任务重、安全质量要求高的
情况下，抢晴天，干雨天，使施工
进度不断加快。 □ 刘顺良 摄

宁夏青铜峡：厂务公开试行“点题制”
大到企业规章、经营发展，小到计件工资、手套发放

已在5家企业开展试点，完善机制后将全面推行

榆林市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