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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纪事■

近 日 ，航
天四院工会在
活动中心多功
能厅举办了工
会干部《梁家
河 》 诵 读 活
动，全院 13 名
专职工会干部
分 别 诵 读 了

《梁家河》书中
的经典片段。
□ 王丹琛 摄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山
丹县老军乡总工会组织辖
区企业和职工代表召开了
一场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
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坦
诚谈判，双方11名协商代表
达成共识：辖区内每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600元，较2017
年 6 月起的 1470 元上涨了
8%，并且，在去年工资基础
上，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增长
幅度不低于 5%。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草案），交由职工代表
大会以票决的方式进行审
议。这是甘肃省市县三级
工会组织主动跟踪、全程指
导协商代表的结果。

在今年 3月至 5月的工
资集体协商“要约季”活动
中，甘肃各级工会拒绝“走
过场”、杜绝“一签了事”，通
过打造真协商、会协商的

“主心骨”队伍，有效破解了
“重数量轻质量，重签约轻
协商”难题。

甘肃省总工会劳动关
系和社会联络部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通过连续 5年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
季”活动，集体合同在签约
率和覆盖面上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但一些地方和企业也出现了“重签
订、轻协商、软执行”的现象，部分
行业（企业）的工资协议内容空泛、
流于形式，部分企业为应付执法检
查，虽然协议签了，但没有履约。

甘肃省总调查发现，协
议落实不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没有经过“真协商”，而
其中关键是基层工会干部
和职工代表的协商能力有
待提高。为此，甘肃各级工
会从年初开始，针对乡镇、
区域的专兼职工会干部、协
商指导员和职工代表开展
全员集中轮训、以会代训、
典型观摩、现场模拟等，紧
扣程序规范、协商充分、过
程民主、执行有效等环节反
复模拟演练，全面提升谈判
技巧和协商能力。

庆阳、平凉等地的市县
两级工会干部，深入企业职
工中，围绕职工工资收入、
福利待遇、权益保护等情况
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拿出准
确的协商数据，根据不同所
有制、不同规模、不同经营
状况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
指导区域、企业集体协商的
方案文本和参考资料。兰
州、白银、张掖等市州通过
健全奖惩机制，围绕沟通、
协商、签约、审核、监督 5个
程序设计预案，让每一位参
与协商的工会干部、协商指
导员和职工代表成为工资
集体协商中的“主心骨”。

截至目前，甘肃省续签
工资集体合同7485家，覆盖

职工 65.8万人；新签企业 1965家，
覆盖职工 19.7万人。覆盖率和协
商质量均较往年有明显提升。下
一步，该省将组织跨区域、跨行业
的互查互检和“回头看”活动，提升
工资集体协商的实效性。 □ 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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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天工公司工会

把实事办在职工心坎上
西安天工公司把维护发展职工利益与推进人

文关怀结合起来，积极构建和谐企业，多项惠民举
措把实事办在职工心坎上。

该公司工会坚持“发展天工 富裕员工”理念，
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在破解发展难题的同时，积
极回应职工诉求，认真落实野外施工津贴；积极
做好长期请假人员及待岗人员的安置工作；加大
困难职工帮扶力度，摸底建清困难职工台账，精
准开展帮扶；做好人文关怀，成立红白理事会，3
年来相继为 40 余名职工送上贴心关怀；职工过生
日，工会及时送上 200 元生日蛋糕卡；坚持每年组
织健康体检和职业健康培训，维护职工身体健
康；节庆日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把实
事办在职工心坎上，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 杜小兰 常艳强

“爱心冰箱”到京 街头清凉接力
伏天高温集中，全国掀起一阵“降温公

益”风，北京街头首个“爱心冰箱”上周现身东
大桥地铁站外，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
哥和交警免费提供西瓜和冷饮。前日，笔者
在附近观察两个多小时，期间有不少路人注
意到“爱心冰箱”，纷纷拍照点赞，也有好奇
者打开冰箱只看不动。一位常在附近奔走
的外卖小哥赶来取水降温，咕嘟嘟一瓶下
肚，没再多拿，称把水留给同伴。“爱心冰箱”
发起团队称，目前已有不少市民联系想要捐
水，他们会在北京街头设立更多“爱心冰
箱”，帮助辛苦的劳动者度过炎炎夏日。

背 景

首个“爱心冰箱”来京

一周前，“爱心冰箱”计划在杭州发起，为
快递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和交通警察等户
外工作者提供免费冷饮，引起全国网友好
评。7月26日，北京首个“爱心冰箱”出现在朝
阳区东大桥地铁站附近，装满冰水、雪糕和西
瓜，无人看管，随取随用。

最初，组织该活动的工作人员担心“有
人会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搬走”“惹众人哄
抢”或是“吃喝过后乱扔垃圾”的现象出现，
然而这几天观察到的情况令人感动，户外
工作者和路过市民表现出的是“克制、礼

貌、给予和感恩”。
冰箱背后的一个摄像头拍下了这样的画

面，一位母亲路过时发现了“爱心冰箱”，看到
相关海报，她和孩子交流了几句，随后孩子打
开冰柜门，非但没有拿走一瓶冰水，还把母亲
交给他的东西郑重地放了进去。母子二人离
开后，团队人员走近查看，一摞摞整齐码放的
冰水上赫然放着两元钱，“钱不多，但是做公
益的心，孩子一定记住了”。

团队人员还发现，高温烈日下，确实有快
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打开冰柜取水，“但所
有人都自觉，冰水只拿一瓶，雪糕只拿一支，
西瓜只拿一片”。有位外卖员在与周边商家
核实过冷饮可以免费拿走后，不忘对着“爱心
冰箱”笑着挥了挥手，说了句“谢谢”。

反 应

路人：发个朋友圈让大家看看

7月 28日中午，室外气温 35摄氏度。笔
者来到东大桥地铁站A口，在一家奶茶店门
口找到北京街头首个“爱心冰箱”，冰箱侧面和
旁边墙上都贴有醒目海报，巨大的“免费”二字
十分醒目，并标有文字提示“爱心冰箱”服务
人群是“环卫工人、交警同志、快递小哥、外卖
小哥”，下方文字标注“冷饮补给，随取随用”。

不少路人在“爱心冰箱”前驻足，有人拿

起相机拍照留念，也有人和同伴展开讨论。
一位背着双肩包的青年说，“我在新闻上看
过这冰箱，以为只在上海杭州有呢，没想到
咱们北京也有了！”说完，他弯下腰往冰箱里
瞅了瞅，“真好，里面还有个大西瓜！”

叶先生是一名中医，他表示在网上看到
“爱心冰箱”的新闻后，此番是专程赶来看一
看。他举着手机在冰箱周边转悠一圈，拍了
很多照片，“发个朋友圈，让大家看看我们身
边也有这样的好事儿”。叶先生说，他十分
欣赏这样的公益行为，作为一名北京市急救
志愿者，多年的志愿经验让他发觉大家不缺
少善心，有时候只是缺少一个带头者，“公益
需要这样的领头羊”。

送餐员：想说句谢谢不知道对着谁

笔者观察十分钟后，“爱心冰箱”终于迎
来一个真正的“顾客”，只见一个送餐员把电
动自行车停在冰箱不远处，拎起打包袋快步
走向一栋写字楼，路过冰箱时，他飞快地瞟
了一眼，脚步却没有停，一溜儿小跑先去送
餐。几分钟后他走回来，指了指冰箱问笔
者，“真是免费的？”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小哥
一脸欣喜，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水，一边拧瓶
盖一边又问笔者，“这个挺好，这是你弄的？”
听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哥彻底蒙了，他又看
了看周围，确实没有专人看管，“这是谁做的
好事儿呀？想说句谢谢都不知道对着谁。”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快递员路过，他给
旁边的奶茶店卸完货注意到这台冰箱，仔细
看完上面的字后，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水，
打开瓶盖咕嘟咕嘟大口喝完，见旁边并没有
设置垃圾桶，就顺手把瓶子塞进自己车里。

“天太热，动一动就一身汗，平时每天带的水
根本不够喝，这儿有免费的，能给我们省点
水钱，不错。”笔者见到在他车前挡风玻璃的
位置有一个大水瓶子，里面已经空了，赶紧
提醒他可以多拿一瓶冰水路上喝，但小哥却
摆摆手说，“不拿了，喝够了，我这就回店里
了。再说别人来了也还需要，多留一瓶是一
瓶。”说完，他骑着电动车又忙去了。

在笔者观察的两小时时间里，所有来取
水的户外工作者都是只拿一瓶，“这是有人
帮我们解暑，给我们献爱心，我们要是再有
占便宜的心态，那可太不应该了。”一名送餐
员说。

主办方：没想到很多人主动出钱出力

北京首个“爱心冰箱”推出团队的成员
金子告诉笔者，26日当天，她和同事陆续给
冰箱里放了 500 元左右的水，“我们就在不
远的地方，时不时去照看一下，如果水不多
了就往里加。特别感谢提供冰箱的奶茶
店，听到我们的想法很支持，专门腾出一个
冰箱来借给我们。而且后来我发现，这家
奶茶店还把自己店的饮品做了好多，放在

冰箱里免费发放。”
金子说，东大桥的“爱心冰箱”只是一个

开端，希望在全市各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冰
箱，帮“城市超人”在伏天降降温，为了号召
更多人加入进来，金子在网上留下了联系方
式。她告诉笔者，已经有十几位商家和个人
表示希望赞助冰箱和冷饮，贡献一份力，将
爱心和正能量在首都街头传递下去。

“还有的年轻朋友非常可爱，说要加入我
们团队，帮助搬水送吃的。”金子说，这些都让
她和同事意外又惊喜，也更有信心把这件事
继续做下去。 □ 张静姝 齐茗馨

■聚 焦■

■职工之声■
云南元阳县大山深处，曾有一家

国营造纸厂。19 年前，为保护生态环
境，纸厂停产，工人下岗；19 年后，由
于种种原因，这些依然生活在农村的

“城市人口”中，有 134 人无法享受城
镇低保，还有 25 户住在残破的危房
里。县领导在农村调研中发现了这
件事，认为“他们处于城乡扶贫、解困
的空白点，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经
过研究，县委把帮助这些职工脱贫解
困的任务交给了县总工会。面对这
些突然“冒”出来的困难职工，工会经
过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方案，
县委同意由工会牵头，借助党政资
源，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这些职工的
困难，并且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排查目
前居住在农村的城镇居民困难情况，
统筹解决。（7 月 25 日《工人日报》）

这样不厌其详地介绍一条发生在
西南边陲，看似与我们工作、生活关系
不大的新闻，为什么？因为其中某些细
节和报道本身触发了关于工会工作的
联想。

现实中，大山深处的贫困职工是个
案，但某些不被关注的角落有困难职工
却并不少见，即使在社会生活组织严密
的城市，仍会有这样一些人。如果说，
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应该有工会，那么，
发现处于“盲区”的困难职工，并且切实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工会也当然责无旁
贷，而且应该主动出击，消灭帮扶“空白
点”，切实做到“应帮尽帮，应扶尽扶”，
不要等“突然冒出来”。此其一。

其二，发现大山深处贫困职工的是
元阳县领导，解决他们困难的工作则交
给了工会，这是党政及职工群众对工会的信任。工
会借助党政资源，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职工困难，
从低保到危房，办的是实事，并且惠及更广泛的困
难职工群体。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赋予工会更多
的资源与手段”需要双向努力，一方面是党政赋予，
另一方面是工会主动争取，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其三，也是触发联想的重点。记者发现并且抓
住了这条新闻，把它写出来，登在报上，传播出去，
既是对元阳工作的肯定，也是在宣传工会，让更多的
读者对工会有了具象、感性认知，正是这篇报道的价
值所在——大山深处工会作为，没有报道谁人知晓？
现实中，还有不少人对工会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
一说到工会，就是收会费、发福利，组织文体活动，过
年慰问困难户，不过是一个“部门”……而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企业民主管理、工资集体协商、帮扶职工脱贫
解困等工会自己耳熟能详、独立自主开展的工作，却
鲜见职工能够准确表述。对此，我们在检讨工作是
否到位的同时，还应该反思工会的自我宣传问题。

事实上，许多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做了大量
琐碎、细致和艰苦的工作，上升到理论层面都是重
要的大事，但却不善于很好地宣传出去，即使通过
媒体传播，也往往弄成工作经验总结式的报道，官
话、套话多，新闻、故事少，缺乏可读性，影响了宣传
效果。这里既有记者编辑问题，也有工会自身问
题。我们希望，工会做好工作的同时，还要学会宣传
自己，通过凡人小事，讲好工会故事，让更多的人感
知和了解工会，进而信赖工会。这同样是工会的重
要工作。 □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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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总：发放“工会会员服务卡”

7月 26日，汉中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成宝华带领汉台、佛坪、留坝、
镇巴县区总工会主席及汉中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工会主席一行专程赶赴略阳看望慰
问“7·11”“7·14”特大暴雨洪灾部分受灾企
业职工，并向略阳县总工会进行捐赠。县
总工会主席巩长青代表受捐单位接受了市
总工会洪灾捐款 10万元，市中心医院工会
捐款 15万元，汉台区、佛坪县、镇巴县总工
会捐款各 1万元，留坝县总工会捐款 5千
元，这笔满载着全市各级工会组织浓浓情
谊的28.5万元爱心救灾款将全部用于帮助
受灾企业职工暂渡生活难关。

“7·11”“7·14”略阳接连发生特大暴雨
洪灾，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造成 309省
道、宝成铁路中断，十天高速一度中断，城
区低洼地段大面积进水，最高水深达 1米，

大量房屋、道路、供水、供电、通讯设施严
重受损。短短 5天，全县累计转移安置受
灾群众 9071户 29162人。53家企业厂房、
设备、尾矿库、营业场所、原材料和产品及
部分职工家属楼严重损毁，职工生产生活
陷入困境。

灾情发生后，该县总工会一方面积极
号召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坚守岗位，
抗灾自救，一方面由主席带队分赴各重灾
区，紧急开展查灾排险。工会主席巩长青
冒雨辗转在此次受灾最严重的磨坝村、
五龙洞镇等抢险救灾一线，深入受灾镇
村、企业，紧急疏散安置受灾职工群众，
组织引导武警战士营救被困“孤岛”五龙
洞镇的职工群众。副主席高作向在灵岩
寺、荷叶坝村开展查灾排险、疏散安置受
灾群众，组织挖掘机、铲车迅速抢通道

路，确保村民生活顺畅、安全出行，
同時发动群众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对农作物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并
对查灾途中发现的新危险点就地
取材用树枝山石垒堆作出危险点
标识，避免途径群众发生次生危
险，省总工会在略阳挂职干部樊运
伟与同志们一道积极参与抗洪抢
险后，专程回省汇报略阳灾情，积
极争取多方救援，各级工会干部不
顾个人安危，始终奋战在抗洪自救一线。

与此同时，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汉
中市总工会通过媒体获悉略阳受灾，第一
时间采取措施与县总工会取得联系，及时
了解全县企业和职工受灾情况，同时，向全
市各级工会发出倡议，号召工会组织、企事
业单位及广大职工群众发扬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精神，向略阳灾区捐赠，帮助受灾企
业困难职工共渡难关，重建家园。在略阳
抗灾自救阵地上活跃着一群最美工会人，
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抗洪救灾一线，总
是出现在职工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他们想
方设法维护职工权益，努力践行为职工解
难、为党政分忧的铮铮誓言。 □ 张立

汉中市总：抗灾维权不辱使命

7月 25日下午，咸阳市总工会与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合作的“工会会员服务卡”发
放普惠服务正式启动。这标志着该市服

务广大工会会员的理念、方式、内容
得到全面创新，构建惠及全市工会会
员的普惠性服务工作将全面展开。

本着“全面启动，分步实施，会
员自愿，组织办理”的原则。今年 6
月 20日，市总工会向 13个县（市）区
总工会、市直基层工会、市级产业工
会发文，统一安排部署，指定专人负
责，并已在部分县区和市直企事业
单位先行试点，通过宣传发动、分步
实施、有序推进，用 5年时间覆盖全
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全体工会会员。

“一卡在手，服务全有。”据悉，凡持
“工会会员服务卡”享有以下三项普惠服
务功能：一是工会会员身份识别。它是一

张“电子化的工会会员证”，并有专享基本
保障、实行动态管理。二是持卡会员可免
费享受市、县（市）区两级工会组织提供
的政策咨询、职业介绍、生活救助、法律
援助、心理咨询等服务；可享受工会组织
各类文体设施的优惠服务。三是持卡会
员可享有特会商户优惠服务。可免费获
得交通意外险一份，保期 1年，合计保额
80万元。具体参保项目是乘飞机、火车、
轮船、乘车自驾意外伤害；还可获得总价
值 668元的“工会大礼包”，涵盖粮油、护
齿、爱眼礼包；可在市区“秦都区爱尚洗
车行”等 7家车行享受“一元洗车”服务；

“人人乐”“华润万家”等大型超市购物
“满 158元立减 20元”；在市区K9全景、星

际KTV可享受“9元K歌”；在咸阳美好齿
科口腔医院享受医疗费 8.5折优惠；在市
区第一健身房连锁店（团结路、东风路、
朝阳二路店）享受“9元健身”，5折办卡，
分期有礼；在咸阳爱尔眼科医院，刷卡一
元，可享市场价 330 元的眼科检查（含视
力检查、综合医学验光、裂隙灯眼前节检
查、眼底检查等并建立 3人家庭档案）等
13项实实在在的普惠服务。

“通过发放‘工会会员服务卡’，逐
步形成体系完善的工会会员服务卡长效
运行机制，为职工提供高质量、更贴心、
更接地气的服务，从而使工会会员有更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市总工会副主席
王强说。 □ 张翟西滨

7 月 25 日至 27 日以来，建有工会组织的
陕西金盾安保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未央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中城卫保安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陕西分公司纷纷采购大量藿香正气
水、西瓜等防暑降温物品，由主管领导带队，
奔赴基层项目驻点，为工作在一线的保安员
送去关怀和清凉。

陕西金盾安保集团有限公司在集团公司
的亲切关怀下，公司工会在召集工会会员代
表会议协商之后，使用专项经费，为基层保安
队员们采购了降温药品、西瓜、饮品等，并把
这份清凉的关怀，带给基层的每一位保安员。

由于该公司服务项目众多，涉及地区广、
位置远近不一，为了提高慰问效率，让队员们

第一时间感受到工会和公司的关怀，由公司
主要领导与工会代表共同组成三个慰问队，
同时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队分别来到秦
华天然气项目部、大雁塔景区中队等执勤
点，在大雁塔景区项目中队，由于队员要全天
在烈日下巡逻，执勤条件非常艰苦，在发放完
慰问品后，公司领导还参观了队员宿舍，为队
员普及防暑安全知识。

西安未央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则组织
各执勤点从关爱基层入手，相继开展了“炎炎
夏日送清凉”活动，为一线队员发放了绿豆
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让一线队
员体会到了企业“以人为本”的实际内涵。

□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清凉，送给一线保安员■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