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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成立于 1952年 5月，为适应我
省国有企业改革，于 2018年 4月
13日召开第一届一次会员代表
大会，正式由陕西建工集团总公
司工会更名为陕西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工会。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受陕西建工集团党委和陕西
省总工会双重领导，直接管辖36
个下级工会，目前，共有工会会
员22686人。

在集团党委和上级工会的
正确领导下，陕西建工集团工会
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基于企业
发展处于新阶段和职工对美好
生活的更高需求，提出了建设

“三个陕建”即“和谐陕建、健康
陕建、文明陕建”的工作目标，并
以之统领集团工会工作。

“和谐陕建”是陕西建工集
团工会工作的目标之一，2018
年，陕建工会提出了在践行“以
人为本”的理念上构建和谐企业
的工作思路，工会通过平等协商
和集体合同制度，签订了女职工
权益保障专项集体合同、工资协
商专项集体合同等集体性合同，切实保障职
工的基本权益，再通过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
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各企
业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及时调解化
解劳动关系矛盾，争取使矛盾在调解阶段解
决，避免矛盾升级。形成了“三位一体”的

“和谐陕建”工作机制，把工会服务职能有形
化，保证了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互利双赢，
在企业和职工之间架起了连心桥。近年来，
9家单位被陕西省授予“厂务公开职代会五

星级单位”，多家单位被授予“厂务公开职代
会四星级单位”，更有单位荣获“陕西省总工
会工资集体协商示范点”。

陕建工会一方面深入群众促和谐，一方
面聚力助推促发展。修订完善了集团《重
点信誉工程劳动竞赛办法》《同业务竞赛指
导意见》，制定了《集团工会劳动保护及职
业病防治监督检查办法》、下发了《打造“千
亿陕建”劳动竞赛方案》，开展了打造“千亿
陕建”主题竞赛活动。以“践行新理念、建功

‘十三五’”为主题，持续开展了重点信誉工

程劳动竞赛，并在“安康杯”劳动竞赛取得优
异成绩：其中，3家单位荣获“全国‘安康杯’
竞赛优胜单位”， 5家单位荣获 “陕西省劳
动竞赛优胜单位”，多家单位被中华全国总
工会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陕西省五
一劳动奖状”。

当前，帮困帮扶炙手可热，但在不少人
眼里也是烫手山芋。许多单位因此愁眉不
展，既觉得无从回避，又感到束手无策。陕
建工会秉承“真心关怀、真情帮扶、真抓实
干”的工作原则，提出了一户一策、一对一等

九条帮扶措施，每年对困难职工进行两次摸
底，并根据摸底情况修订了集团困难职工帮
扶实施意见，与各单位签订困难职工帮扶目
标责任书和承诺书，使困难职工帮扶工作规
范化、制度化。并提出“健康陕建”的工
作目标，从根源上消除职工因病致困。陕
建工会在确保医疗保险按时缴纳的同时，
为职工设立了补充医疗保险，凡是自费部
分的医药费超过一定限额，给予二次报
销；并强制效益较好的企业，为职工购买
商业医疗保险，最后再大力推广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让职工的病患花销应赔尽赔，
就像是三条‘健康安全带’牢牢地让职工
生命安全得到保障。每年的9月5日是陕建
集团的爱心捐助日，职工在该日捐出自己当
天的工资，为困
难职工献一份爱
心 。 集 团 层 面
371.63 万元的帮
扶基金已于 2017
年 9 月到位并开
始运行，对解决
部分大病职工的
特殊困难起到了
积 极 作 用 。 目
前，陕建集团在
档困难职工由数
百人减为 55 人，
涉及 16家企事业
单位。

陕建探索以
工会服务为载体
的企业文明建设工作“工会模式”，这就是

“文明陕建”工程的建设。让职工素养与500
强品牌齐驱并进。号召职工在工作岗位上
着工装工服，在日常社交中用文明用语，在
解决问题时做到“起身迎，一杯茶，听诉求，
帮解决，送出门”，做到行为文明。并号召广

大职工让阅读
成为企业精神
文明新风貌，
购买了有 30多
万册图书的“博
看期刊”电子阅
读系统，并将

“APP 软件”与
“陕建职工之
家”微信公众平
台互联，方便广
大职工免费阅
读，让“读书”

走进更多职工的生活。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

的外在形式，陕建工会为了更好地丰富企
业文化，除了每年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丰富多彩的女工活动、篮球赛、乒羽赛、
职工田径运动会这些既定动作外，还建立
了陕建职工文工团，深入各项目一线进行
演出，把发生在身边的“陕建故事”编排
成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让职工传唱属于
自己的陕建之歌。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
移动通讯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快速崛起，新
媒体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多样性、灵活性、
及时性等特点，不仅对传统媒体产生较大冲
击，对传统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也极大。为

了适应新形势，陕建工会建立了以新媒体为
平台的企业文化宣传阵地，组织拍摄的反映
陕建人在大西安建设中精神风貌的微电影
《坐标》，在第四届全国职工微影视大赛摘得
金奖；以集团扶贫驻村干部马永涛为原型创
作的微影视《山道弯弯》，荣获全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最高奖。并于 2018年 4月成功上映
了讲述陕建 68年来发展的辉煌历程的大型
纪录电影《筑无界》，科学运用新媒体对于企
业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力，用好了新媒体的

“舞台”，唱出了企业文化的“大戏”,引起了职
工的广泛共鸣。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面临职工群众对
美好生活地不断追求，陕建工会将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打造好服务职工的品
牌，让职工在工会服务中不断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助力陕建集团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趁势而为，在新时代展现国有企业工会
组织的使命担当！ （王启泽）

趁势而为趁势而为趁势而为，，，在新时代展现国企工会的使命担当在新时代展现国企工会的使命担当在新时代展现国企工会的使命担当
——记在奋斗中的陕西建工集团工会

陕建微电影荣获“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微电影展演优秀作品

陕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千亿
陕建表彰大会文艺汇演

全国建筑系统工会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陕建集团召开

陕建大型纪录电影《筑无界》获第五届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微影视大赛金奖

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广智，陕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义光（左一）
到陕建新型建设公司慰问困难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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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部分地区公布的
2018 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
新生儿数量下降明显。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
全年出生人口 1723 万，比
2016 年公布的 1786 万少了
63 万，下降了 3.5%。尽管
2018年的数字尚未公布，但
出生人口继续下降基本成定
局 。 从 2014 年 的 单 独 二
孩，再到 2016 年的全面二
孩，人口政策不断调整，但
出生人口数量却不及预期。
这一数据背后，是更加严峻
的现实——很多年轻人连一
孩都不生了。究竟是什么成
为了他们的“避孕药”？

为什么很多年轻夫妇连
头胎都不敢生？不得不说，
当下的实际育子成本大体触
及了普通独子家庭承受力的
底线。中国父母都望子成
龙，孩子的教育投入在家庭
经济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
位，结果是各种昂贵的育子
项目纷纷出台，孩子上学有
偿择校成为普遍现象。这耗
尽了很多年轻家庭的财力。

最大的困难是财政压
力，“成本高，养不起”。以
广州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
例，养育一个孩子，出生前
需花费 2-3.5 万；孩子 0-3
岁阶段需花费 9-27 万；幼
儿阶段需花费10-20万；小
学阶段，如果就读公办小
学，加上辅导班、兴趣班的
费用至少要9万元，如果读
民办小学，将约有 20 万开
支；中学阶段需花费 8-45
万；大学阶段需花费约 15
万，如果供孩子出国留学则
需 花 费 80 万 甚 至 更 多 。 一 共
68-230万左右的开支还未考虑通
货膨胀和学区房购买。

在晚婚的大背景下，在照顾孩
子的人手上就有很大的缺口。更
何况这是一个高房价和高物价的
年代。系统照顾孩子找保姆和月
嫂需要经济成本甚至还存在风险，
而养育一个孩子还需要教育开支，
子女成年后的嫁娶成本也都需要
父母的投入。要给儿子买一套房
就足够花光普通工薪父母的钱了，
而为了女儿父母也希望为之备好
足够体面的嫁妆。

那年的《裸婚时代》之所以能

够引起不少年轻人的共鸣，
岂是一句“贫贱夫妻百事哀”
可以简单解释的。养个孩子
从怀孕，生孩子，到养孩子，
原挺滋润的小情侣却不得不
面对各种难以承受的财政负
担也是如今的不得已。比如
现在从入幼儿园挤破头开
始，到幼升小，小升初，再到
初中考高中，最后到高中考
大学，每一次都是家长们实
力的正面对决。

现在的 80 后应该还有
印象，他们小时候不仅物价
低，且当时养育孩子也有许
多便利之处。比如说当时的
县城、乡镇还是一个熟人社
会，孩子可以把相当大的范
围当做活动空间，弥补了家
庭住宅面积的不足；又比如
当时汽车比较少，孩子一般
会自己步行上下学，不用接
送；周末会结伴去附近的空
地玩耍，不用刻意创造娱乐
空间。大孩子自觉带小孩
子，也不用请保姆。孩子上
学不用拼谁的衣服好，谁的
手机好，谁的父母更有钱，更
不用择校。

呼吁符合政策的家庭多
多生育，不客气地说，恐怕只
是有关部门的一厢情愿。其
实这也好理解，但凡有孩子
的人，都对目前养育子女的
成本有切身体会。有多少家
长，仅仅出于食品安全的需
要，千方百计为孩子海淘代
购奶粉；有多少家长，受困于
老人帮不上忙，又无法放弃
工作，因为选保姆、换保姆受
尽折磨；又有多少家长，为了
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学校，

省吃俭用买了套比自己年龄还大
的学区房……当然，前提还得是孩
子健健康康，一旦摊上孩子生病、
生了大病，整个家庭恐怕再无出头
之日了。

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在相
亲自白中，讲自己“天生胆小，杀人
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现在国
家已放开二胎政策，许多人也许会
套用葛优的台词，“收入有限，多胎
不犯法，我也不敢养”。 □风青杨

年
轻
人
为
什
么
连
一
孩
都
不
愿
生
了


